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货币基金属于低风险投资

定位，其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流动性风

险，这对基金管理人的风险控制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和考验。

去年年底， 银行现金头寸紧缺，

债市流动性紧张，进入困境，货币基

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赎回，“爆仓”

传言再起。

“那次之后，不仅监管层，公司内

部风控都非常重视流动性的风险管

理。 ” 上述货币基金经理也坦言。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投资货币基

金，挑一些公司历史业绩好、规模大

的基金公司，相对有保障一些。 去年

年底出现了债市危机后，一些基金公

司受到冲击很大，随后监管层出台了

新规，一家基金公司发展货币基金规

模上限是它风险准备金的 200倍。 如

果在 200 倍以内是没有问题的，但对

于次新基金公司， 就没有风险准备

金，货币基金的保护就差一些。 ” 上述

北京公募货币基金经理进一步表示。

另一个监管则是对信用债比例

的投资限制。“从比例上来说，有一个

约束，投资债券类资产的比例限制在

40%以内， 去年年底一些基金公司投

了大量存单，导致负偏离失控，按照

《规定》的话，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

利益。 ” 基金经理告诉记者。

就目前而言，流动性紧张在带来

货币基金收益率上涨的同时，也需要

防范发生大的赎回风险。“往常，期末

发生大的赎回风险的概率较高，由于

目前整个基调都在收紧，大家预计较

为充分，所以今年 6 月初便出现了资

金比较紧的局面，整体赎回节奏可能

提前。 ”洪利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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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年来， 现金类资产收

益一度超过债券类资产， 货币

基金成了更好的避险工具。 特

别是一些货币基金实现了

“T+0” 实时取现功能，且收益

率又好过传统的银行活期存

款， 因此成为很多人的现金理

财新选择。

尽管风险很低，但这并不

代表货币基金没有风险。 去年

年底， 货币基金爆出的爆仓危

机便显示出货币基金流动性管

理的重要性。 现在，从监管层到

基金公司都非常重视货币基金

的流动性管理， 不仅在投资标

的上控制同业存单现券类资产

的比例， 并且基金公司内部的

风控也都在加强对货币基金的

压力测试等。

融通现金宝货币基金经理

王超预计， 未来货币基金的收

益率仍会缓慢上升， 所以从今

年整体来看， 货币基金都具有

一定的吸引力。

收益率最高涨逾 6%�

货基成现金理财新选择

现金为王。

在今年的理财市场上， 这句话

不再只是一个口号。 由于国内的债

券市场受监管政策收紧的影响，收

益率曲线整体上行， 货币基金的收

益率力压固定收益的债券类资产。

货币基金的另一个优势是能够

享受到假期理财的收益：到了周末，

对投资者而言，若在周四 15 点前买

入货币基金， 能享受 3 天的收益机

会；又如碰上国庆等法定节假日，提

前买入则能享受多达 7 天的假期收

益，“人在休息，钱在工作” 。

与传统的银行活期理财相比，

货币型基金的收益更高，Wind 统计

显示，6月 13 日，货币基金收益率继

续上涨， 最高的 7 日年化收益率接

近 6%（12 日有一只超过 6% ，达

6.105%），286 只货币型基金 7 日年

化收益率超过了 4%。

从货币基金投资的主要品种同

业存款来看， 目前 1 个月、3 个月及

6 个月的同业存款利率自 5 月以来

都基本处于上涨的状态， 货币市场

利率全面攀升， 也带动了货币基金

收益率的水涨船高。

“不仅机构，包括个人投资者都

对货币基金的短期收益率很敏感。

我们内部有多只货币产品， 只要有

一只的收益率上涨， 就会看到它的

申购量明显上升。” 北京一位公募基

金货币基金经理告诉第一财经。

另外，业内人士也指出，货币

基金的取现更为灵活， 不仅支持

7x24 小时快速赎回，从投资成本来

看，投资者通过基金公司的渠道购

买货币型基金，转入和转出不会产

生费用， 且通常只有 1000 元的投

资门槛。

在王超看来，货币基金的收益率

预计大概率会继续往上，“但是过程

会比较慢。 ”

从 2011 年、2013 年的历史数据

来看， 央行货币政策紧缩时货币基

金均受到市场追捧。“今年货币基金

超过 4%的 7日年化收益率具有比价

优势。 预计未来货币基金的收益率

仍会缓慢上升，所以今年整体来看，

货币基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王超

说。

“近来货币基金收益率不断攀升，

表面上是流动性紧张， 更深层次是

金融去杠杆带来的货币政策收紧。

近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

发展太快， 导致经济有些 ‘脱实向

虚’ ，监管层从去年意识到这个问题

后就开始‘去杠杆’ 。 ” 银华日利基

金经理洪利平表示。

洪利平认为， 目前央行通过用

公开市场操作和 MLF 弥补基础货

币缺口，防止流动性干涸。 但该资金

初始成本高且期限短， 货币派生能

力大打折扣，资金利率大幅波动。 在

此流动性悲观预期下， 各方均采取

谨慎防御策略。

分析人士认为， 从同业存单供

需情况来看，6 月份同业存单到期量

创历史新高，“供需缺口” 加大同样

会对资金面造成一定压力， 货币基

金收益或将进一步提高。

“基金作为一个收益组合，配置

的资产有相对的期限， 虽然现在收

益率在上调， 但这个过程中基金组

合里的资产要陆续到期才可以重新

配置， 所以资金紧张的情况反映到

货币基金收益率调整的速度会慢一

些。 ”王超也说。

据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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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仍有一定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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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银行理财

本报讯 接近 6 月中下旬， 越来

越多的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站稳

在 5%上方。

普益标准提供的最新监测数据显

示，上周（6 月 10 日 -16 日）291 家

银行共发行了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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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期增加 22 家， 产品发行量增加

116款。 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

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54%， 环比上

升 0.05个百分点。

记者上周搜索本市银行理财产

品发现，不少中短期产品的预期最高

收益率已经突破 5%，尤其是面向新客

户的理财， 收益率通常达到 5.1%至

5.5%之间。 以光大银行为例，“新客理

财” 年化收益为 5.1%，期限为 60 天；

浦发银行的“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

计划” 预期收益也高达 5.15%，募集期

为 6 月 21 日至 6 月 26 日。 另外，兴

业、中信等银行的新客专享产品收益

率都能达到 5%左右。 常规产品方面，

重庆银行的长江鑫利 236 期，5 万元

起购，357 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5.1%。四川天府银行的“熊猫理财”尊

享系列 B 计划理财产品 18 期子产

品，6 月 14 日至 20 日销售，该产品成

立日为 2017 年 6 月 21 日, 到期日为

2017 年 9 月 27 日， 产品期限 98 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5.20%。

分析师表示，近期想理财的话，最

好抓紧时间，虽然今年银行理财收益

率上涨，但涨幅与余额宝之类的货币

基金相比要小得多，等待购买只会造

成资金站岗，得不偿失。

（本报记者 王蕾）

收益率 5%以上的产品

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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