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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
2日表示，近期，证监会按照国
务院统一部署， 拟放宽外资入
股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
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
间接投资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
限制放宽至51%， 三年后投资
比例将不受限制。

方星海是在第十三届中国
（深圳） 国际期货大会上做出上
述表示的。

五年来， 我国共上市27个
新品种， 占目前已上市55个期
货品种的49%。据介绍，目前，
筹备多年的原油期货已经进入
上市前最后冲刺阶段； 苹果期
货的上市工作已基本就绪。
纸浆、红枣、20号标准橡胶、2年
期国债、生猪、尿素以及铜期权
等品种研发工作正在积极推
进。

■据新华社

山东潍坊的朱先生与某股
份制银行上海分行通过中国金
融消费纠纷调解网在线调解，就
一起信用卡还款纠纷达成了和
解协议。中国金融纠纷调解网日
前试运行，标志着我国金融消费
纠纷调解进入智能化时代。

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
由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
心开发建设。上海市金融消费纠
纷调解中心是中国人民银行确
定的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
机制建设的最早的四家省级试
点单位之一，也是我国第一家金

融消费纠纷专业调解组织。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上线

后，将汇集全国的各家金融纠纷
调解组织，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一
张覆盖全国的金融纠纷调解网
络，金融消费者可以选择他信任
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 中国人
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金融消费者通
过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将得到
免费、便捷、高效、公正的在线争
议解决服务。

作为全国首个线上金融消
费纠纷调解系统，它包括了“金

融消费纠纷调解网站”及“金融
消费纠纷调解APP” 两大平台。
中国金融纠纷调解网集成了全
国120多家金融消费调解组织的
调解员、专家和案例资源，实现
联盟间的资源共享，当事人在线
上即可完成申请、举证、调解、协
议生成的全过程。这一机制也打
破了久调不决的困境，打造“投
诉+调解+裁决”一站式纠纷解决
平台，并与法院、仲裁等相关部
门系统对接， 实现线上司法确
认、诉调对接、诉裁对接等服务。

■据新华社

12月2日，金融搜索平台融
360发布上周（11月24日-11月
30日）银行理财产品数据显示，
上周银行理财平均预期年化收
益率为4.73%，是今年首次突破
4.7%大关。

随着央行等五部门发布资
管业务行政征求意见拟对资管
业务进行统一监管， 业内期待
已久的打破“刚性兑付”也进入
倒计时。业内人士建议，投资者
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时， 仍需
根据自身风险评级情况选择合
适的产品。

上周平均预期收益4.73%
根据融360的监测数据显

示， 上周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
共2766款， 较前一周增加了62
款； 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73%，环比上升0.06%，今年
首次突破4.7%关口。

从不同收益类型来看，非
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1791
款，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97%，
这一数字远高于保证收益类理
财产品4.22%和保本浮动收益
类4.23%的平均预期收益。

与此同时，融360还对周发
行量在5款以上的银行进行了
收益排名。数据显示，本周共有
23家银行的平均收益率超过
5%，较上周多了1家，其中，恒
生银行以6.39%的超高收益率
排名第一， 不过该行发行的高
收益理财风险等级都是3级的，
风险偏高。

同时， 融360方面表示，
年底对于银行理财来说属于

旺季，一方面银行将展开激烈
的资金争夺战，另一方面投资
者的理财需求也比较旺盛。受
资金回笼和银行年底考核影
响， 预计12月银行理财产品
发行量和收益率将出现“双
升”现象。

打破“刚性兑付”倒计时
日前， 央行与银联会等联

合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 )》(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 随着一行三会统筹资管
监管新规的最终落地， 市场预
期已久的终结刚性兑付正式进
入倒计时。

“刚性兑付”作为资管行业
“内规”， 是指资产管理产品应
该合同约定向投资者分配本金
以及收益， 当信托计划出现不
能如期兑付或兑付困难时，资
管公司需要兜底处理。

值得关注的是，《指导意
见》中明确指出金融机构应
向投资者传递“卖者尽责 、
买者自负”的理念 ，打破刚
性兑付。

“过去，当银行理财产品出
现违约时， 银行为考虑声誉一
般会代为垫付， 但这样不仅损
害了自身利益， 也有可能造成
内部风险叠加。”紫马财行CEO
唐学庆表示，打破刚性兑付，明
确委托、受托双方权责关系，有
利于减小银行自身的兑付压
力， 同时减小系统性风险发生
的几率。

■见习记者 黄亚苹

近日， 广发银行传来消息，
该行第一家智能网点今年6月在
武汉开业以来，已连续三个月实
现AUM和VIP有效户的净持续
增长， 月均开卡量增长近一倍，
接待客户数量大幅度提升。智能
网点实现了一站式“综合店员”
服务及智能机具的互联互通，有
效提升了服务效率、网点内部管
理效能和运营效率，深受客户好
评。

试点综合店员
打造一站式服务体验

“综合店员”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业务分流、智能机具操作指
导、业务办理、咨询营销等全方
位、“一站式”服务。在该模式下，
客户不再需要排队叫号、频繁流
转于网点各岗位办理业务，而是
通过“综合店员”将高、低柜和智
能机具有效串联，使传统的定点
服务，转变为贴身的、流动性的
“一站式”管家服务。

广发银行表示，新型服务模
式的实质是将被动的、等候客户
式服务转变为主动的需求满足
型服务。

终端互通新创造
提供顺畅便捷服务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和探索，
广发银行成功实现网点智能机
具、柜面系统以及移动终端三者
之间的信息推送和互联互通，为
构建顺畅便捷的服务体系奠定
了坚实基础。

该行通过对“智·汇”柜台硬
件设备的集成和先进的人机交
互协作、生物识别及电子化采集
等高新科技的整合，使客户可在
机具上办理大部分高频非现金
业务。此外，智能打印终端与其
他机具和各系统间的互联及数
据对接， 为客户提供了自助查
询、打印、盖章、领取等“一站式”
业务服务，有效为客户节约了等
待时间， 节约了宝贵的业务资
源，提升了客户的消费体验。

“无纸化”革新
助力智能化转型

广发银行在机具创新的同
时，由“无纸化”推动系统升级、
设备引入、制度革新，全面实现
柜面纸质凭证电子化、银行签章

电子化、客户签名电子化三大目
标， 实现个人高频业务免填单，
一般业务预填单，从根本上提高
柜面运营效率和质量。

随着“无纸化”推进，“扫码
付费”业务也应运而生。广发银
行成为同业首家支持银联、微
信、 支付宝扫码付费的银行，解
决了客户无零钱支付小额手续
费的问题。

人脸、指纹识别
保障交易安全

广发银行还成功实现人脸
识别技术与移动手持Pad的对
接，通过直接捕捉到店客户信息
并完成实时推送，实现对客户的
精准营销。此外，运用Pad指纹识
别、电子签名技术，多手段多维
度地对客户身份进行验证，有效
保障客户的账户资金安全。

据广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
绍，下阶段该行将总结推广“综
合店员”和“智·汇”网点新模式，
全面推进网点智能化转型建设，
陆续在全国多个地区试点网点
智能化新服务，全面提升客户服
务体验。 ■肖华 经济信息

银行理财收益“翘尾”，年内首破4.7%
资管新规下，打破“刚性兑付”进入倒计时，选择理财产品要变招

一边是银行理财预期收益
再创新高， 另一边是央行表示
理财产品需打破“刚性兑付”，
那么， 往后投资者要如何选择
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前要先了
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风险偏好、
风险承受能力和预期收益、流动
性需求等， 以选择适合的产品。
此外，还要了解预购产品的投资
方向或挂钩标的、产品的流动性
安排、 产品的预期收益率等细
节。”91金融创始人许泽玮表示，
购买银行理财要注意五个“不等
于”，即：银行理财不等于储蓄存

款、 预期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
口头宣传不等于合同约定、别人
说“好”不等于适合自己、投资理
财不等于投机发财。

此外，融360分析师刘银平
也建议消费者， 投资者在购买
理财产品时应优先选择封闭式
产品。如果想尝试净值型理财，
建议考虑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
行，“净值型理财的赎回手续费
为0.1%或0.05%，并不适合频繁
买进卖出。 建议购买风险等级
为2级的净值型理财产品，虽然
名义上不保本， 但是本金亏损
的概率极低。”

别人说“好”不等于适合自己

外资入股期货公司拟放宽至51%

金融纠纷调解网试运行，消费者可选择信任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

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进入智能化时代

广发银行网点“一站式”智能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