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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理财网：  www.jnlc.com 

摘 要： 

上周央行宣布再次降息、降准，银行理财新发产品平均预期收益

率下行。金牛理财网截至 8 月 28 日的监测数据显示，上周（2015 年 8

月 22 日-8 月 28 日）138 家商业银行共新发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

1017 款，环比减少 69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61%，环比下降 9BP。 

银行类型：上周国有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发行 196 款，环比增加 10

款，预期收益率下降 1BP 至 4.12%；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行 254 款，环

比减少 17 款，预期收益率环比下降 6BP 至 4.70%；城市商业银行发行

389 款，环比减少 52 款，预期收益率持平于 4.93%；农村商业银行发

行 160 款，环比减少 12 款，预期收益率下降 36BP 至 4.39%。上周银

行理财市场平均收益率大幅下行，主要是由于近期部分农村商业银行

收益率波动所致。实际上，央行再度降准和降息后，银行理财市场反

应比较平稳，国有大行和城商行的收益率并未出现大幅下行。 

收益类型：上周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发行 188 款，平均预期收益

率环比下降 5BP 至 3.88%；保证收益型发行 77 款，收益率下降 13BP

至 3.77%；非保本浮动收益型发行 683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下降 11BP

至 4.93%。从收益类型来看，上周收益率全线下降，这其中也是受到

农商行产品收益率大幅下降的影响。从金牛银行理财指数的表现来看，

近期保本类和非保本类产品的收益率相对稳定。 

投资期限：上周 1-3 个月期限的产品发行 537 款，预期收益率下

降 7BP 至 4.58%；3-6 个月期限发行 286 款，预期收益率下降 6BP 至

4.72%；6-12 个月期限发行 133 款，收益率下降 20BP 至 4.78%。从期

限来看，上周主要期限产品的收益率全线下降，其中 6-12 个月产品下

降的幅度最大。同样，各期限收益率下降可能也是受到农商行收益率

暴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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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周市场动态 

股市剧震 资金转向银行理财市场。记者了解到，主要以债券类资产作为基础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目前正成为各类投资者青睐的目标。分析人士指出，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看，目前资产轮动已经开始。海

通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姜超认为，在金融类大类资产中存在从货币牛市到债券牛市、再到股票牛市的轮

动。自从 6 月份的暴跌以来，市场追逐流动性，短期现金为王，目前又回到了货币牛市。这也意味着，在市

场持续下行的背景下，传统固定收益类产品的配置价值正在提升。 

银行理财规模持续高增长。2010 年以来，银行理财市场迅速崛起，至 2014 年年末，银行理财资金余额达到

15.02万亿元，今年以来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截至 2015 年上半年，国内银行理财规模已

突破 18.4 万亿元。财通证券分析师金赟表示，银行理财规模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居民的需求和商业银行自

身两方面，作为存款搬家的第一大去向，未来仍将继续高速增长。 

银行理财试水在线转让“封闭期”成为过去时。银行封闭式理财产品正在走出“封闭”。继浦发银行推

出“理财产品柜面直接转让”服务后，更多的商业银行也在打破固定期限理财产品流动性差的局限。近日，

浙商银行正式推出“理财产品在线免费转让平台”，为理财产品在线“定变活”实现破冰。事实上，随着利

率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监管政策对理财产品揽储功能的限制，银行理财产品市场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其中

“可转让”早已成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理财产品二级市场或成为主流趋

势。 

银行理财隐性手续费惊人 投资管理费为明示 143 倍。在连续的降息和降准面前，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

率自然难以保持在高位。事实上，今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走低。尽管如此，理财产品背后的隐

性投资管理费却并未相应“瘦身”——某城商行一款 8 月 4 日刚刚到期的理财产品的兑付公告显示，银行收

费与客户实际收益的比值约为 1：2.5，也就是说，银行收取的投资管理费占到了给客户兑付收益的约 40%，

而在产品的投资总收益中，银行无需占用资金、更无需承担风险，却抽走了近三分之一的收益。 

二、人民币新发产品：下半年两个月收益率下行 40BP 

上周央行宣布再次降息、降准，银行理财新发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下行。金牛理财网截至 8 月 28 日的

监测数据显示，上周（2015 年 8 月 22 日-8 月 28 日）138 家商业银行共新发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 1017

款，环比减少 69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61%，环比下降 9BP。从金牛银行理财指数来看，上周银行理财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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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平均值为 4.58%，年初以来银行理财收益率指数下降超过 60BP，而下半年以来银行理财平均收益率下滑速

度加快，指数下降幅度达 40BP。 

图 1 金牛银行理财指数走势图（2015 年以来） 

 

2.1 银行类型：国有大行和城商行收益率平稳 

上周国有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发行 196 款，环比增加 10 款，预期收益率下降 1BP 至 4.12%；股份制商业

银行发行 254 款，环比减少 17 款，预期收益率环比下降 6BP 至 4.70%；城市商业银行发行 389 款，环比减

少 52 款，预期收益率持平于 4.93%；农村商业银行发行 160 款，环比减少 12 款，预期收益率下下降 36BP

至 4.39%。 

上周银行理财市场平均收益率大幅下行，主要是由于近期部分农村商业银行收益率波动所致。实际上，

央行再度降准和降息后，银行理财市场反应比较平稳，国有大行和城商行的收益率并未出现大幅下行。从金

牛银行理财指数来看，近几周国有大行收益率指数保持在 4%上下，中小行收益率指数则在 4.8%-4.9%之间。 

表 1. 银行类型-银行理财产品数量及收益率分布【20150822，20150828】 

银行类型 

新发产品数量及结构 收益率（%） 

数量 
变

动 
占比 变动 

平均预期 

年化收益率 

变 

动 

最大预期 

年化收益率 

变 

动 

最小预期 

年化收益率 

变 

动 

国有商业银行 196 10 19.62% 2.2% 4.12  -0.01  5.6 0.4 2.25 0.15 

股份制商业银行 254 -17 25.43% 0.1% 4.70  -0.06  6.2 0.2 2.25 0 

城市商业银行 389 -52 38.94% -2.3% 4.93  0.00  6.4 -0.2 3 -0.15 

农村商业银行 160 -12 16.02% -0.1% 4.39  -0.36  6 -1 3 0 

注：此表未统计外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所发行的理财产品。 

数据来源：金牛理财网 

 

2.2 收益类型：非保本产品收益率大幅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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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发行 188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环比下降 5BP 至 3.88%；保证收益型发行 77 款，

收益率下降 13BP 至 3.77%；非保本浮动收益型发行 683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下降 11BP 至 4.93%。 

从收益类型来看，上周收益率全线下降，这其中也是受到农商行产品收益率大幅下降的影响。从金牛银

行理财指数的表现来看，近期保本类和非保本类产品的收益率相对稳定，保本类产品收益率指数保持在 3.5%

上下，而非保本类产品收益率指数则在 4.9%-5%之间波动。 

表 2.收益类型-银行理财产品数量及收益率分布【201500822，20150829】  

收益类型 

新发产品数量及结构 收益率（%） 

数量 变动 占比 变动 
平均预期 

年化收益率 
变动 

最大预期 

年化收益率 
变动 

最小预期 

年化收益率 
变动 

保本浮动收益型 188 -26 20% -0.6% 3.88  -0.05  6 -1 2.25 0.15 

保证收益型 77 -19 8% -1.0% 3.77  -0.13  5.5 -1.5 2.85 -0.15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683 -56 72% 1.6% 4.93  -0.11  6.4 -0.6 2.52 -0.63 

注：因部分产品信息不完整，故此表总数量小于总发行量。 

数据来源：金牛理财网整理 

2.3 投资期限：6-12 月期产品收益率大跌  

上周 1 个月以下期限产品共发行 52 款，预期收益率环比下降 5BP 至 3.88%；1-3 个月期限的产品发行

537 款，预期收益率下降 7BP 至 4.58%；3-6 个月期限发行 286 款，预期收益率下降 6BP 至 4.72%；6-12 个

月期限发行 133 款，收益率下降 20BP 至 4.78%；1 年以上期限发行 9 款，预期收益率下降 2BP 至 5.18%。 

从期限来看，上周主要期限产品的收益率全线下降，其中 6-12 个月产品下降的幅度最大。同样，各期限

收益率下降可能也是受到农商行收益率暴跌的影响。从金牛银行理财指数来看，近期的短期产品收益率指数

在 4.5%-4.6%内波动，而中长期产品收益率指数则呈现连续下行趋势。 

表 3.期限类型-银行理财产品数量及收益率分布【20150822，20150828】 

注：因部分产品信息不完整，故此表总数量小于前述总发行量。 

数据来源：金牛理财网 
 

 

 

期限类型 

新发产品数量及结构 收益率（%） 

数量 变动 占比 变动 
平均预期 

年化收益率 
变动 

最大预期 

年化收益率 
变动 

最小预期 

年化收益率 
变动 

1 个月以下 52 2 5% 0.5% 3.88  -0.05  5 -0.2 2.25 0 

1-3 个月 537 -34 53% 0.3% 4.58  -0.07  6.4 -0.6 2.25 0.15 

3-6 个月 286 -26 28% -0.6% 4.72  -0.06  6.2 -0.8 2.7 0 

6-12 个月 133 -11 13% -0.2% 4.78  -0.20  6.1 -0.9 3 0 

一年以上 9 -1 1% 0.0% 5.18  -0.02  5.6 0 4.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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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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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与影响，特此声明。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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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我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资料及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本报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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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材料及结论只提供特定客户作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也没

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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