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管新规、理财新规相继落

地之后， 银行理财呈现如下趋

势： 保本理财产品发行脚步渐

缓，净值型理财发行量缓慢上升

但占比仍低， 理财收益持续走

低。 这背后，近期银行理财产品

研发更趋向保守， 风险偏好偏

低，债券投资期限偏短。

保本理财还将急剧收缩

目前， 银行理财总体发行量

已有所减少。 普益标准相关数据

对比显示，今年一季度、二季度、

三季度银行发行理财产品总数分

别为 32555、28649 和 25895 款，

呈现下滑趋势， 今年三季度较去

年同期发行总量下滑 14.3%，较

资管新规发布前的今年一季度下

滑 20.5%。 这种下滑趋势仍在延

续，10 月新发理财产品 7012 款，

较 9月又减少 1034款。

“当前保本理财发行下降幅

度还不算大。 ” 普益标准研究员

李明珠表示，“2020 年底完全打

破刚性兑付之后，保本理财要完

全退出市场，所以接下来这类产

品数量下降步调将有所加快。 ”

与此同时，理财产品的收益

率也普遍降低。 多位资管人士认

为，银行理财收益率仍有可能持

续走低。

净值产品发行上升缓慢

与保本理财相对应的是，资

管新规明确银行理财朝净值化

方向转型之后，净值型理财发行

量曲折上升。 根据融 360 统计，

今年

1-4

月分别达到 69、71、115

和 83 款，资管新规后的 5-10 月

分 别 达 到 155、171、181、245、

175、213款，但总量仍然偏低。

某理财业务达到 4000 亿的

华东城商行的一位资管部门人

士表示， 从产品研发端来看，净

值化产品运营必须升级银行的

估值和交易系统，对投研能力也

提出了更高要求，“主要是投入

和产出是否会不成正比，甚至投

研投入会不会是个无底洞，这是

很多城商行所担忧的。 ”

另外，客户方面对净值波动

很敏感，导致银行在开发净值型

产品时遇到颇多掣肘。 普益标准

统计显示，10 月收益率最高的产

品为招商银行发行的“私人银行

增利系列之债券积极套利 56 号

理财计划” ， 期间收益率为

70.31

%

。

虽然这个数据显示的是

正向收益，但也反映了净值型产

品波动性较强的特征。

现阶段，银行理财中炙手可

热的仍是现金管理类产品。 从市

场表现来看，大部分银行现更倾

向于发行开放式产品来作为向

净值产品过渡的中间桥梁，同

时，由于资管新规补充通知扩充

了摊余成本法的估值范围，明确

银行的现金管理类产品可参考

货币市场基金估值方法，促使资

管新规后现金管理型理财产品

发行量明显增多。 而从理财客户

的立场上看，现金管理类产品即

时申赎的体验比公募基金更强，

方便在经济周期中维持手头的

流动性，因此很受投资者欢迎。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央行决定自 2018 年 11

月 16 日起陆续发行庆祝改革开

放 40周年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

币共 7 枚，其中金质纪念币 1 枚，

银质纪念币 5 枚， 双色铜合金纪

念币 1 枚， 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货币。面额分别为 100元、50

元、10元。

此次发行的纪念币分金质纪

念币和银质纪念币以及双色铜合

金纪念币。 其中金质纪念币和银

质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年号。

8 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

案为数字“40” 造型与牡丹花组

合设计，并刊“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字样及面额。

150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

图案为象征“一带一路” 的陆地、

海洋、桥梁、橄榄枝等装饰组合设

计， 并刊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 字样及面额。

30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

图案之一为象征农村改革启始

(安徽小岗村) 的禾苗和稻穗，并

刊“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字样

及面额。

30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

图案之二为深圳城市建筑、 蛇口

港、 拓荒牛雕塑及飘带等组合设

计， 并刊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 字样及面额。

30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

图案之三为上海浦东标志性建筑

及南浦大桥、黄浦江等组合设计，

并刊“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字

样及面额。

30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

图案之四为雄安新区部分区域轮

廓线、 荷花与科技元素符号等组

合设计，并刊“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字样及面额。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正面图案

为国徽，国徽上方刊“中华人民

共和国” 国名 ， 下方刊年号

“2018” 字样，左右两侧为果实图

案。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背面主景

图案为阿拉伯数字“40” ，背景图

案为牡丹花、飘带和礼花。主景图

案上方刊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 字样，右下方刊面额“10 元”

字样。

8 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精制

币，含纯金 8 克，直径 22 毫米，面

额 100 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

量 20000枚。

150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为精

制币，含纯银 150 克，直径 70 毫

米，面额 50 元，成色 99.9

%

，

最大

发行量 4000枚。

30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为精

制币， 含纯银 30 克， 直径 40 毫

米，面额 10 元，成色 99.9

%

，

最大

发行量 4×40000枚。

该套金银纪念币由沈阳造币

有限公司和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铸

造，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额为

10 元，直径为 27 毫米，材质为双

金属铜合金， 发行数量为 1.8 亿

枚。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分配数量不一样，

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 20枚。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

行、 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

别承担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双

色铜合金纪念币第一批次在部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约发行工

作。

中国工商银行负责上海、内

蒙古、辽宁、吉林、广东(含深圳

市)、四川等地区；

中国农业银行负责江苏、安

徽、江西、山东、海南、贵州、西藏、

青海、新疆等地区；

中国银行负责天津、山西、福

建、湖北、湖南、广西、重庆、陕西

等地区；

中国建设银行负责北京、河

北、黑龙江、浙江、河南、云南、甘

肃、宁夏等地区。

2018 年 11 月 27 日前，中国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将向社会公告

当地改革开放币第一批次的分配

数量。

改革开放币第一批次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9 年 1

月 4 日办理预约兑换。 公众可按

照约定的时间， 持在预约系统中

登记的有效身份证件， 前往约定

的营业网点办理预约兑换业务。

改革开放币每人预约、 兑换

限额为 20 枚，预约、兑换的有效

身份证件必须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 综合

7枚纪念币“长啥样”

央行将发行 100元面额纪念币

建行相伴，爱心同行。 近日，建行贵阳河

滨支行开展“大手牵小手，携爱一起走” 捐赠

活动。活动中，河滨支行员工向某民办学校捐

赠 3个书柜、1张阅读桌、10把椅子、1组相片

墙、1624册图书，为该校创建了“爱心书屋” ，

为同学们的学习和成长贡献了一份力量，将

“劳动者港湾” 进行拓展和延伸，扎实履行社

会责任、传递建行温暖，关注农民工兄弟、关

爱农民工子女，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传播着

暖暖的爱心。

此次活动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今后建行

贵阳河滨支行还将通过与民办学校党组织联

学共建、师生帮教助学等方式，持续开展公益

行动，与民办学校的师生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携爱一起走，走向灿烂的未来，走向希望的明

天！ （本报记者）

智能刷脸验真身

防范冒名竖屏障

找客户、找项目、找服务，就上

“建融智合”———

融资原来可以

这样便捷和高效

钱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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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套纪念币共 7枚，金质纪念币 1枚，银质纪念币 5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1枚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 20 枚

建行智慧柜员机人脸识别拍照功能利

用先进的金融科技技术精准识别客户身份，

以高科技手段有效防范冒名办理业务风险，

大大提升了客户的“安全感” 。

提升智慧柜员机客户拍照人脸识别自

动审核通过率，减少人工干预判断，对客户

办理业务时效性以及安全性有着至关重要

的影响。 建行省分行总结三条操作经验助力

客户有效提升拍照自动审核通过率：

一是拍照前摘掉帽子、口罩、眼镜，整理

刘海、将长发捋到耳朵后，露出完整、清晰的

五官；

二是根据智慧柜员机语音和文字提示，

将人脸影像完全放入屏幕虚线框内，脸部或

屏幕无强光直射，做好拍照准备；

三是点击“开始” 按钮，根据智慧柜员

机语音指令， 完成 “点点头” 、“左右看” 、

“眨眨眼” 等动作，在完成指令动作过程中，

眼睛始终保持正视摄像头， 不偏移视线，同

时确保旁边无闲杂人员入镜。 （本报记者）

民生科技发布四大系列产品 引领“仿生金融”新时代

大手牵小手

携爱一起走

本报讯 11 月 9 日，以“天

生不凡，智变未来” 为主题的民

生银行和民生科技有限公司产

品发布会在京举行， 金融核心、

金融智能、用户感知、金融生态

等 4 大系列 9 大仿生金融服务

（

BioFaaS - Bionic Finance as a

Service

）产品亮相，吸引了近百

家金融机构，华为、中移物联等

80 多家科技公司和咨询公司前

来参加。 同时，全国各地有近万

人通过高清视频观看了发布会

的现场直播。

本次发布会是民生银行和

民生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对外重

磅推出成熟的

BioFaaS

产品和金

融科技解决方案, 包括金融核

心、金融智能、用户感知、金融生

态等四大系列，支撑了民生银行

的快速发展，经受住了各类客户

“千锤百炼” 的检验，是金融领

域“消费升级” 的最佳案例，构

建出了四位一体的“仿生金融”

有机体。

其中，作为民生科技“仿生

金融体” 的心脏，

BioFaaS

金融核

心包括业界领先的四大趋势性

拳头产品：

BioFaaS

体系下的分

布式核心、分布式贷款、分布式

支付和分布式安全产品。 这些产

品基于自主研发的分布式微服

务开发框架（

Tesla

）和

DCBS

分

布式技术平台，以分布式、微服

务、云化的技术理念重塑了银行

核心。

BioFaaS

金融核心可在账

户、负债、信贷、支付等核心业务

领域提供亿级客户数量支持、毫

秒级系统响应时间， 超过 2 万

TPS 的吞吐量， 可以轻松应对电

商促销、秒杀等场景。 金融核心

拥有的是一颗中国“芯” ，通过

自主研发和开源软件的应用，牢

牢掌握相关核心技术。 以此为基

础， 目前单账户运营成本由 2.2

元降低到 8 分，实现了真正意义

上的降本增效。

用户感知产品作为仿生银

行的触达层，具有全方位多渠道

主动感知的特点，可以从全方位

知道用户所需；金融智能产品作

为仿生银行的大脑，具有智能智

慧、高度协同的特点，通过“

AI+

大数据” 技术，想用户所想；金融

核心产品作为仿生银行的心脏，

具有强大的服务能力，满足客户

一切的所需所想；金融生态为仿

生银行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

间。

（本报记者 王蕾）

“真是想不到啊，融资原来可以这样便

捷和高效” 。看着资金入账的通知，贵州某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徐董事长不禁发出这样的

感叹。 提到这次融资，徐董事长表示非常满

意。 一个月前，公司在线注册了中国建设银

行开发的“建融智合” 企业智能撮合平台，

并在线发布了一条寻求融资租赁出租人的

需求，这条需求信息迅速被系统智能匹配给

在线寻求融资租赁承租人的建信金融租赁

公司，双方一拍即合，三周时间即完成从业

务接触、业务洽谈、资料提交、融资审批、融

资发放的过程。 “未来我们一定会把公司更

多项目和服务需求发布在平台上， 要找客

户、找项目、找服务，就上建融智合平台” ，公

司董事长表示。

“建融智合”平台自 2018年 8月上线以

来，贵州已注册政企客户 1212 户、发布各类

需求 2071条、成功撮合 1299条需求。

（本报记者）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三种纪念币分别发行多

少枚？

链接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显示，贵

州省共分配得 165 万枚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双色铜合金纪念

币，其中第一批为 90 万枚，第二

期为 75万枚。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贵州省分配 165万枚

在哪里可预约、兑换？

如何预约、兑换？

———建行贵州省分行三招助力客户提

升人脸识别自动审核通过率

理财新规落地后，银行理财市场表现如何———

保本理财走下坡路 新产品研发青黄不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