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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 10 亿规模产品被爆违约
近日，一位招商银行私人 首次交割日的第三个周年日
爆料人表示，
产品三年合 者应树立正确的投资意识，银
银行客户爆料称，其在招商银 （即 2016 年 9 月 2 日）；基金期 同期满，
他被告知延期一年，
延 行提供的产品也要仔细甄
行北京分行首体支行的客户 限采用 3+1 结构，普通合伙人 期一年后的到期日（2017 年 9 别。由于私募基金产品风险
经理介绍下，
于 2013年投资的 有权将基金期限顺延一年。
月 2 日）来临，又被告知：
“三个 高，
在购买时注意几个问题。
理财产品，
在 2017 年 9 月份遭
夹层基金本质属于私募 项目中一个出了点问题。
”
量力而行。资管新规提
遇违约。对此，
招商银行表示， 股权投资基金的一种，是杠杆
梳理资料发现，
弘毅一期 高了合格投资者的资产规模
该产品不存在违约情况。
收购特别是管理层收购中的 所投项目，
并非 3 个，
而是6个。 要求和投认购标准要求，投资
一种融资来源，它提供的是介 弘毅一期对北京星华蓝光置业、 者要选择与自己风险承受能
认购两千万元基金份额
于股权与债权之间的资金。
深圳市商置投资，及融众小贷 力匹配的产品。
据爆料人提供的账户流 （一期）的投资已实现退出；
摸清底细。购买私募产
爆料人购买的产品合同
但对
显示，该资管计划由招商财富 水，其共认购的弘毅一期基金 融众小贷（二期）、中联重机、上 品前，应先通过基金业协会网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资产 份额为 2000 万元。
海誉丰的投资，
未能完成。
站，了解该机构是否已在基金
“招行客户经理说，本金 业协会登记。同时，还可以多
管理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担任
到期后被告知出了问题
资产托管人，募集资金对应标
没问题，但收益甚微。”爆料人 方了解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往
口碑及诚信情况等。
的为联想控股旗下弘毅投资的
“签合同时，招行客户经 表示。不过这未得到招行证 业绩情况、
夹层基金——规模10亿元的弘 理介绍，
这是给私行大客户的， 实。目前，
弘毅投资回应称，
弘
细看合同。应注意合同是
毅一期（深圳）夹层投资中心（有 预计年化收益率 11%-13%， 毅夹层一期基金处于正常管 否符合《私募投资基金合同指
约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合理。
限合伙）
（下称
“弘毅一期”
）。
而且是联想集团给其下属的 理的基金清算阶段，不存在任 引》，
弘毅一期成立于 2013 年 三个公司融资，由联想集团担 何“违约”
情形。
持续关注。认购后，应持
续关注产品投资、
运行情况，
要求
5 月 17 日，当年 9 月 2 日完成 保。”爆料人曾要求出示担保
买私募基金注意四个问题
管理人按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首次交割，总认缴出资额约为 函，
但
“银行方面只拿出了一张
（摘编自《21 世纪经济报道》
10.4 亿元。基金存续期为成 纸的担保函，说是银行与联想
资管新规出台后，刚性兑 务。
《中国证券报》等）
立日（即 2013 年 5 月 17 日）至 内部文件，
客户只能看”
。
付或将彻底成为历史。投资 《经济日报》

微信荐股
有四大挣钱套路
移动互联网兴起后，
荐股师们纷纷转战线上。
目前荐股微信挣钱套路主
要分四种：开直播间，卖课
程；
建炒股群，
收会员费；
卖
荐股软件；
合作分成。投资
者辨别荐股公司，
首先要弄
清楚是否具有证券投资咨
询资质，
必须签订相应协议
或合同；如果荐股公司承
诺 收 益 ，就 涉 嫌 违 法 了 。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

检察官总结出
识别电信诈骗公式
针对当前各类电信诈
骗犯罪活动呈高发态势，
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检
察官提示：学会识别电信
诈骗“公式”——“人物+沟
通工具+要求”。其中“人
物”指不能确定身份的拨
打电话、发送短信、网络聊
天者。
“沟通工具”指电话、
短 信 、网 络 聊 天 工 具 等 。
“要求”指汇款、转账等与
“钱”相关的要求。满足这
个 公 式 ，就 要 提 高 警 惕 。
（摘编自《北京晚报》
）

首轮已上涨千倍，
狗票销售火爆
1 月 5 日，
《戊戌年》特种邮
票（如图）在各大邮局发售，吸
引了集邮爱好者排队购买，各
地销售十分火爆。
《戊戌年》特种邮票第一
图为
“犬守平安”
，
第二图为
“家
和业兴”，面值都是 1.2 元。其
设计者周令钊也是第一轮生肖
狗邮票的设计者。据业内人士
介绍，
首轮生肖邮票多由知名艺
术家设计，
第二轮则开始引入民
间邮票工作者设计。现在，
第四
轮生肖票开始回归名家设计，
如
果延续邀请名家，第四轮生肖
邮票的收藏价值会比较可观；

小版少 200 多万版，
比 2017 年
鸡年小版减少 30%多。这是
因为目前邮票二级市场交易量
价齐降，根本原因就是发行量
大大超过了市场需求量。
今年狗票的升值空间到
如果成系列，
长期来看，
涨幅值 底有多少呢？首轮狗票的涨幅
得期待。
已达到 1000 倍，
狗大版的价格
今年狗票的发行量在第 约 7000 元，
目前二轮狗票大版
四轮生肖邮票里是最少的。中 票的价格在 592 元左右，单枚
国邮政发行部此前透露，狗年 价格约 16 元。虽说跟猴票和
邮票套票，
发行量比 2016 年猴 鸡票相比，涨幅并没有那么惊
票要少 600 万套左右，比 2017 人，
但投资稳健、
保值增值的特
年鸡票减少 2000 多万套。邮 性还是很明显的。
（摘编自《每
票小版发行量比 2016 年猴年 日经济新闻》
《北京晚报》
）

银行
“夜市理财”
收益更高
元旦过后，资金紧张局面
得到缓解，
银行考核压力减轻，
“年末因素”消退的情况下，银
行理财产品无论是发行量还
是收益率都出现
“双降”
局面。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2017 年 12 月 30 日-2018
年 1 月 5 日）共有242家银行发
行了1468款银行理财产品（包
括封闭式预期收益型、开放式
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品），
发
行银行数减少 30 家，
产品发行

量减少 399 款。其中，封闭式 “早市”和“夜市”，收益率比柜
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 面同类产品高。目前兴业、光
益 率 为 4.82% ，较 上 期 下 降 大、华夏等股份制银行都推出
0.09 个百分点。融 360 分析师 了夜间理财，购买时间通常都
分析，发行量大幅萎缩主要有 在晚上 8 点开始，客户通过网
两个原因，一是元旦期间大部 银或手机银行购买。除了夜
分银行暂停发售理财产品，二 间理财，还有银行推出了早间
是年末过后银行揽储压力有所 理财，光大银行一款正在募集
缓解，
减少理财产品发行。
的“理财早市专属”产品，抢购
尽管银行理财产品平均 时间为早上 7-9 点，预期收益
收益率稍降，但精明的投资者 率为 5.06%。
（摘编自《成都商
却发现，有的银行推出了理财 报》
《上海金融报》
）

买 P2P 产品先看是否备案
最新统计显示，虽然收益率整体
下行，但去年 P2P 累计成交量突破 6
万亿元，投资者对 P2P 信心未减。不
过，
也有人疑惑：
今年 6 月底要完成备
案工作，无法通过备案的平台将被清
退或取缔。P2P 产品还能投资吗？
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方颂
表示，在这个关键时期，如果你想获
得高收益而投资 P2P 产品，需要更谨
慎地甄别：
是否实现备案成投资首要因素
平台背景（如国资系、上市系、风投系
等）将不再是选择平台的首要考虑因
素，平台是否实现备案将会成为投资

者决定是否投资的第一考虑因素。
平台背景实力依然重要 平台的
股东背景，要注意上市公司、风投公
司的入股比例。同时，平台管理团队
的实力也重要。
成交量暴增平台要留意 现在很
多第三方机构跟网贷平台会有数据
对接，可以看平台在过去半年或一年
的月成交量、贷款余额的变化，如果
变化幅度太大，
这种平台要留意。
看平台的收益率 一般平台的收
益率与综合实力成反比。年化收益
率超过 18%的平台，
要留个心眼。
（摘
编自《广州日报》
）

第六套新版人民币
实为两种纪念钞
近日，网传一段视频，
拍摄者数着两叠崭新的钞
票，称这都是即将发行的
“第六套人民币”。媒体查
证后发现，
视频中的纸币分
别是发行于1999年的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
年的纪念钞以及发行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的中国
航天纪念钞。这两款纪念钞
都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
相同，
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
流通。
（摘编自《新文化报》
）

贵州茅台股价
破 780 元大关
1 月 9 日，贵州茅台股
价成功突破 780 元大关，
收
报 782.52 元。伴随着股价
的上扬，
其总市值也创下历
史新高，
距万亿市值大关只
差不到一个涨停板。消息
面上，
伴随着飞天茅台官方
零售价格新年正式上调，
茅
台集团提出了今年 10%的
盈利目标。在此背景下，
证
券公司纷纷上调了茅台目
标价。招商证券在研报中
表示，
上调茅台一年目标价
至 870 元。中泰证券也上
调茅台目标价至 810 元，
中
金公司则更是将目标价格
定位于 925 元。
（摘编自《信
息时报》
）

年报预喜个股
需逢低介入
据 wind 数据统计，截
至上周末，沪深两市已有
1300 多家上市公司发布了
2017 年年报业绩预告，业
绩预喜公司超过 1000 家，
业绩预喜公司近 80%。分
析人士认为，银行、交通运
输、
钢铁等板块值得关注。
其中银行板块，宁波银行、
张家港行、江阴银行等 3 家
公司均已披露 2017 年年报
业绩预告且均实现业绩预
喜。同时，在上述业绩预
喜 股 中 ，大 多 数 个 股 在
2018 开年首个交易周中均
出现不同程度上涨，投资
者若是有意参与年报预喜
行情投资的话，
还需逢低介
入，
不可盲目追涨。
（摘编自
《扬子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