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29日，百度旗下百度百

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

百盈） 正式获得证监会颁发的经

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业务范

围为基金销售，预计 12 月中下旬

正式开卖。

据天眼查信息显示， 百度百

盈注册于 2016 年 8 月 8 日，注册

资本 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百

度副总裁张旭阳。 天眼查信息显

示，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全资子公司百度鹏寰资产，

持有百度百盈 100%股权。 而后者

的大股东为百度公司创始人、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股比

99.50%。

其实， 百度金融业务始于

2013年， 在 2015 年 12 月份整合

组成金融服务事业群组， 并上升

至百度战略级位置。 在拿到基金

代销牌照之前， 百度金融的业务

版图就已涉及支付、消费信贷、企

业贷款、理财、资产管理、征信、银

行、保险、交易所等业务，并拥有

了基金第三方支付、 基金电商许

可等牌照。

4月 28日， 百度宣布旗下金

融服务事业群组正式完成拆分融

资协议签署， 拆分后新公司将启

用全新品牌“度小满金融” ，实现

独立运营。 百度高级副总裁兼金

融服务事业群组总经理朱光将出

任度小满金融 CEO。

百度官方资料显示，“度小满

理财” 是度小满金融旗下的专业

化理财平台，提供基金投资、活期

理财、 定期理财等多元化理财产

品，帮用户安心实现财富增长。 其

在基金投资方面将利用独有的科

技能力及人工智能技术， 精选基

金产品， 帮助用户发现投资价值

所在，“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智能理

财服务， 未来能满足千人千面的

定制化理财需求” 。

某公募人士表示， 百度是最

早布局 AI 的公司之一，而“度小

满金融” 背靠的是中国最大的搜

索入口———百度的搜索大数据，

对于基金销售来说， 百度在大数

据、AI 技术上和流量上的优势对

基金公司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

力。

而从整个基金第三方代销来

说， 腾讯也于今年 6 月成立腾安

基金正式进军基金第三方销售江

湖，再加上百度，中国四大互联网

巨头 BATJ 均已成功布局基金销

售业务， 这也意味着基金第三方

销售领域的竞争也步入了白热化

阶段。 新浪

本报讯 上周贵阳市各家银行理财收

益率止步不前， 虽说从统计数据上而言有

所回升， 但并不意味着收益率开始止跌回

升，实际产品收益率依然不尽如人意。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上周 260� 家

银行共发行了 1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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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家，产品

发行量减少 22�款。 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

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36%，较上期

增加 0.01�个百分点。

上周，17� 个省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收益率实现环比上涨，14 个省份的保

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则是环比下降；

8� 个省份的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率实现环比上涨，23� 个省份的非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则是环比下降。 贵州

地区保本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3.94%，比

前一周提升 0.05 个百分点，非保本产品平

均收益率为 4.07%，比前一周下降 0.03 个

百分点。

收益率方面，中小银行的收益率略微

领先。 其中， 凭借 5.35%的预期最高收益

率，四川天府银行发行的“熊猫理财” 功

夫系列 B 计划理财产品 215 期子产品（新

客专享）排在前列。 另外，重庆银行的长

江·鑫利 2018 年第 428 期 364 天产品收益

率为 4.95%，也比较高；贵阳银行的金债定

期开放式产品 399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95%。

虽然收益率受市场货币供求关系影响

不够理想，但是也有可喜的地方，越来越多

的银行发布公告将旗下更多产品的投资门

槛降低到 1 万元， 更多的普通市民可以参

与进来。 通常来说，进入 12月之后，市场流

动性会有所收紧，且银行也面临季末 MPA

考核，银行理财收益率有可能小幅回升，不

过鉴于今年整体流动性较为宽松， 所以收

益反弹空间有限。 建议市民可以重点关注

12月中后期的理财产品，尽快投资，以防明

年 1月份回落。

（本报记者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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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收益率

“止步不前”

11月 27日，支付宝发布公告

称，原“相互保” 变身为“相互

宝” ，不再对接《信美人寿相互保

险社相互保团体重症疾病保险》，

产品正式从互联网保险转型为一

款基于互联网的互助计划。

“0 元就能加入，有人理赔才

分摊，最高享 30万元保额。”凭借

着支付宝的过亿流量，“相互保”

自 10 月 16 日上线以来，41 天就

有 2000万用户加入。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市场对

“相互保”的质疑声不断。 不进行

保前审核、 扣除费用不确定等方

式所隐藏的逆选择风险引人关

注。

业内人士分析，“相互保” 去

掉了保前审核的一关， 这就容易

引发道德风险，相对而言，体弱多

病的人群投保意愿更加强烈，这

样就加大了出险的概率和可能的

巨额赔付金额， 加大了保险机构

的赔付风险。

之前， 银保监会已多次约谈

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下称信美

人寿），指出其报审项目与实际操

作不一、存在销售误导、信息披露

不完善等违规行为， 并停止其以

“相互保大病互助计划” 为名销

售《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相互保

团体重症疾病保险》。

在监管部门介入之后，“相互

保” 变身为“相互宝” ，在保留用

户原有权益的同时， 对一些相关

条款进行了调整：2019 年度分摊

金额 188 元封顶，如有多出部分，

全部由蚂蚁金服承担。 以后，每年

末” 相互宝” 会公布下一年封顶

金额相关情况； 管理费也由原来

的 10%下降到 8%； 未来如果参与

人数低于 330 万计划也不会解

散。

此外， 业内人士还指出从保

险转变为网络互助， 另一区别还

体现在刚性赔付上。所谓“刚性赔

付”通俗理解就是承诺必须给付，

保险产品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的

要求，必须全额给付，但网络互助

计划则不能。

从“相互宝” 的用户服务条

款中也可以看到，在“互助金额”

说明中明确写道“我们不承诺您

能获得确定的风险保障” ，在互助

金一栏也从原” 相互保“保险产

品明确注明具体保障金， 变成了

“最高互助金” 。

但也有人指出公告中提及

“总分摊金额不超过 188元，如有

多出的部分全部由蚂蚁金服承

担” ，这是否有变相承诺刚性兑付

的嫌疑？

蚂蚁金服方面表示， 之所以

在新计划中设置明年的封顶，是

广泛听取用户声音， 为了打消用

户疑虑而推出的一项新权益，出

钱补齐则本着提倡互助共济精

神，回馈用户。此外，据了解，这项

补齐不足的承诺目前仅限于 2019

年。明年可能对此重新作出调整。

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

天轶也认为， 监管明确禁止的是

承诺单个案件的赔付金额， 而不

是每个人的年度分摊上限。 相互

宝协议中里说明了不承诺单个案

件给付额， 因此不构成刚性赔付

预期。

也有法律人士认为， 传统商

业保险要先厘定费率收取保费，

然后从收取的保费中支付赔款，

且按照监管要求一定要全额给

付。 而“相互宝“则是一种风险互

助机制， 用户加入没有任何预付

款，最终互助金能拿多少，全看实

际分摊的情况。 “按照公告的描

述， 补贴是针对超过 188 元总分

摊费的，并非是针对互助金补齐，

所以和刚性兜底不是一个概念” 。

从“相互保” 更名为“相互

宝” ，一字之差宣告了阿里在用互

联网颠覆传统保险方面暂时的失

利， 不过对其作出的探索应该给

予肯定。 阿里依据其庞大的数据

库基本能反应一个人的生活轨

迹，如果一个人年龄不大，经常购

买健身器材， 每天运动记录都很

好，从来不购买药品，行动轨迹与

医院没有交集，芝麻信用分良好，

那么不用体检， 他得重疾的概率

也很小。 这对于保险业的发展有

很大的帮助。

在掌握大数据的情况下，道

德风险欺诈难度会变得很大，所

以“相互宝” 未来仍有发展的空

间。 据《理财周刊》

相互保为啥不能卖了

百度基金销售业务 12 月开张

BATJ竞争逐步白热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