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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 2014 年 4 月行业分析报告           

银行理财行业月报

2014 年 04 月 24 日 

季末发行数量激增，预期收益持续下行 

基本结论 

 由于季末因素的影响，3 月份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较 2 月有较大的上涨，但
由于近期资金面较为宽松，季末效应对于收益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据
wind 不完全统计，147 家银行共计发售理财产品 4490 只，较 2 月上升
21.88%。从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上来看，由于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处于
相对较为宽松的态势，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同时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近期
收益率的下降，均为银行理财产品找到了不必急于做高收益率的理由，所
以虽然适逢季末，但 3 月份收益水平并未冲高，整体仍略有回落。除数量
较少的长期产品外，其他各期限品种收益水平均持续下降；就不同性质的
银行而言，除港资银行 3 月收益率略升以外，其余各类型银行收益水平持
续回落，其中外资银行降幅明显。 

   3 月发行量排名前十位的银行分别是建设银行、广发银行、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
南京银行。由于 3 月份整体发行量大幅上升，前十名中除民生银行和
工商银行发行量下降以外，其余 8 家银行均上升。 

   从投资期限上来看，3 月份除投资期限小于 1 个月的超短期产品发行量
下降以外，其余各期限产品均上升。从币种分布上来看，由于整体发
行量上升，3 月份人民币理财产品和外币品种发行量较上月均有一定幅
度的上升，且外币品种的上升幅度较大。 

   3 月发行量较 2 月上升数量较多，但不同保证收益水平的产品数量增减
不一，差别较大。保本比例为 100%的产品以及保本水平为 4%的品种
数量上涨；保本水平为 1%的产品数量与上月持平；而其他保本水平的
产品数量则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2014 年一季度国内宏观经济增速回落，整体表现低迷，A 股市场震荡下
行，整体表现不佳。沪深 300 指数一季度下跌 7.88%，而中小市值成长股
虽有所调整，但仍受投资者青睐，中证 500 指数一季度小幅上升 0.30%。
在此背景下，投资涉及权益类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也未能实现整体正收
益，但各类产品普遍实现超越市场。FOF 型产品一季度净值平均下跌
0.84%；而股票基金混合型产品则表现较为突出，体现了良好的选股能力，
一季度收益为正，净值平均上涨 1.43%；另外以新股申购为主的其他类产
品收益上升 2.20%。就中长期来看这部分银行理财产品的总体收益表现也
要优于同期市场，同时风险控制效果依旧较好，各类型产品最近一年、最
近两年、最近三年的业绩波动和下行风险都明显低于同期市场。具体来
看，14 只 FOF 型产品 7 涨 7 跌，13 只股票基金混合型理财产品 12 涨 1
跌，优势个体主要集中在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工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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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 2014 年 4 月行业分析报告

第一部分：银行理财产品行业 3 月概况 

 由于季末因素的影响 3 月份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较 2 月有较大的上
升，但由于近期资金面较为宽松，从预期收益水平来看，季末效应并
不显著。据 wind 不完全统计，147 家银行共计发售理财产品 4490
只，较 2 月上升 21.88%。从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上来看，由于
近期整体资金面较为宽松，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同时互联网金融理财
产品近期收益率的下降，也为银行理财产品找到了不必急于做高收益
率的理由，所以虽然适逢季末，但 3 月份收益水平并未冲高，整体仍
略有回落。除数量较少的长期产品外，其他各期限品种收益水平均持
续下降；就不同性质的银行而言，除港资银行 3 月收益率略升以外，
其余各类型银行收益水平持续回落，其中外资银行降幅明显。 

 3 月发行量排名前十位的银行分别是建设银行、广发银行、中国银
行、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
行、南京银行。由于 3 月份整体发行量大幅上升，前十名中除民生银
行和工商银行发行量下降以外，其余 8 家银行均上升。具体来看，排
名第一的建设银行，3 月份共计发售 492 款理财产品，较上月增加
125 只；排名第二的广发银行，共计发行产品 267 只，较上月增加
133 只；中国银行排名第三，共发售银行理财 262 只，较上月增加
132 只。 

 

 从银行性质来看，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仍占发
行主流。分类型来看，3 月份各类型银行发行量均有所上升。其中国
有银行 3 月份共计发行理财产品 1367 只，较上月环比大幅上升
31.19%；股份制商业银行共计发行理财产品 1253 只，环比上升
13.39%；城市商业银行共计发行理财产品 1281 只，环比上升
17.20%；农村商业银行共计发行理财产品 439 只，环比大幅上升
31.83%。 

图表1：排名前 20 家银行 3 月理财产品发行数量 

 
来源： 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wwwww2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www.jztzw.net 
中国价值投资网 最多、最好用研究报告服务商

中国价值投资网 最多、最好用研究报告 服务商
www.jztzw.net

                                                                                                                                                                                                                               

- 3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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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币种分布上来看，由于整体发行量上升，3 月份人民币理财产品和外币
品种发行量较上月均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且外币品种的上升幅度较大。3
月人民币理财产品共计发行 4331 只，相比上月增加 761 只，环比上升
21.32%；外币理财产品（包含美元、澳元、港币、欧元、英镑、日元、加
元、新西兰元等）共计 159 只，较上月增加 45 只，环比上升 39.47%。其
中美元产品 95 只、澳元产品 23 只、港币产品 24 只、欧元产品 12 只、英
镑 5 只。 

 从投资期限上来看，3 月份除投资期限小于 1 个月的超短期产品发行量下
降以外，其余各期限产品均上升。具体来看，投资期限小于 1 个月的产品
共发行 199 只，占比 6.87%，环比下降 21.03%；期限在 1-3 个月的产品
共发行 2324 只，占比 55.15%，环比增加 14.88%；期限在 3-6 个月的产
品共发行 1073 只，占比 24.35%，环比上升 20.16%；投资期限为半年到
1 年的产品共发行 778 只，占比 11.80%，环比大幅增加 79.68%；投资期
限大于 1 年的长期产品共发行 96 只，占比 1.83%，环比增加 43.28%。 

图表2：各类银行发行数量变化情况 图表3：不同性质银行 3 月理财产品发行数量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4：银行理财产品各月发行数量 图表5：银行理财产品各币种发行数量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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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发行量较 2 月上升数量较多，但不同保证收益水平的产品数量增减不
一，不同水平之间差别较大。具体来看，保本比例 100%的产品共计发行
974 只，较上月上升 21.90%；保本水平为 4%的产品环比上升幅度较大，
较上月上升 66.67%；保本水平为 1%的产品数量与上月持平；而其他保本
水平的产品数量则均有下降。其中保本水平为 2%和 3%的产品环比下降
7.14%、2.44%；保本水平为 5%的产品环比下降 9.26%；保本水平为 6%
的产品环比下降幅度较大，为 60.00%。 

 预期收益水平方面，由于近期整体资金面较为宽松，货币政策回归稳健，
同时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近期收益率的下降，也为银行理财产品找到了不
必急于做高收益率的理由，所以虽然适逢季末，但 3 月份收益水平并未冲
高，整体仍旧略有回落。除数量较少的长期产品外，其他各期限品种收益
水平均下降；就不同性质的银行而言，除港资银行 3 月收益率略升以外，
其余各类型银行收益水平持续回落，其中外资银行降幅明显。 

 从投资期限上来看，除数量相对较少的长期产品收益率上升以外，其
余各期限产品 3 月份收益率均持续下降。具体来看，投资期限小于 1
个月的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上限为 4.29%，较上月下降 37 个基
点；投资期限为 1 至 3 个月的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上限为 5.34%，较
上月下降 18 个基点； 3 至 6 月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上限为 5.56%，
较上月下降 13 个基点；半年至 1 年投资期限产品平均收益率上限为
5.63%，较上月小幅下降 5 个基点；投资期限 1 至 5 年的理财产品平
均收益率上限为 6.00%，较上月上升 18 个基点。 

图表6：银行理财产品各期限发行数量 图表7：3 月份发行产品投资期限分布 
  

来源： 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8：保本比例 100%的产品发行数量 图表9：保本保收益（保本比例 101%-107%）产品发行
数量 

  

来源： 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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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收益区间分布来看，由于 3 月份整体产品数量上升幅度明显，除
6%-8%收益区间的产品数量下降以外，其余各收益区间产品数量均上
升，其中预期收益上限在 5%到 6%的产品占市场 60%以上的份额。具
体来看，预期收益分布在 0%-2%、2%-4%、4%-5%、5%-6%、8%-
10%以及 10%以上的产品较上月分别环比增加 33.33%、42.01%、
68.87%、36.78%、66.67%、41.67%；预期收益分布在 6%-8%上月
环比减少 27.21%。 

 按照银行性质来看，除港资银行 3 月收益略有上升以外，其余各类型
银行均持续回落。具体来看，外资银行预期收益水平 3.59%，较上月
下降 199 个基点，下降幅度较大；港资银行预期收益水平 5.23%，较
上月小幅上升 3 个基点；城市商业银行预期收益水平 5.62%，较上月
下降 12 个基点；农村商业银行预期收益水平 5.36%，较上月下降 24
个基点；股份制商业银行预期收益水平 5.62%，较上月小幅下降 3 个
基点；国有商业银行预期收益水平 5.07%，较上月下降 10 个基点。 

图表10：各期限产品平均预期收益上限走势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1：产品预期收益上限分布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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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权益类银行理财产品 2014 年一季度风险收益跟踪 

 此部分重点对以股票和股票型、混合型基金等权益类资产为主要投资对象
的银行理财产品进行研究。 

 截止 2014 年 3 月，在我们覆盖范围内仍在运作、并可收集到产品净值数
据的证券投资类银行理财产品共有 28 只，分布在 6 家银行。在这 28 只产
品中， FOF 型证券投资类银行理财产品 14 只，股票基金混合型银行理财
产品 13 只，另有新股申购型产品 1 只，由于新股申购型产品并没有直接
参与二级市场投资，因此本文将它们归为其它类（各类别产品具体介绍详
见附录）。 

市场震荡下行，产品未能整体获益 

 2014 年一季度国内宏观经济增速回落，整体表现低迷，A 股市场震荡下
行，整体表现不佳。沪深 300 指数一季度下跌 7.88%，而中小市值成长股
虽有所调整，但仍受投资者青睐，中证 500 指数一季度小幅上升 0.30%。
在此背景下，投资涉及权益类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也未能实现整体正收
益，但各类产品普遍实现超越市场。FOF 型产品一季度净值平均下跌
0.84%；而股票基金混合型则表现较为突出，体现了良好的选股能力，一
季度收益为正，净值平均上涨 1.43%；另外以新股申购为主的其他类产品
收益上升 2.20%。就中长期来看这部分银行理财产品的总体收益表现也要
优于同期市场，同时风险控制效果依旧较好，各类型产品最近一年、最近
两年、最近三年的业绩波动和下行风险都明显低于同期市场。 

 

图表12：不同性质银行各月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上限走势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3：银行理财产品各月份收益比较 图表14：银行理财产品阶段收益 
   

  一季度 近一年 近两年 近三年 

FOF 型 -0.84% 1.12% 6.47% -6.24% 

股票基金混合型 1.43% 7.89% 13.54% 5.41% 

其它类 2.20% 6.23% 12.57% 20.52% 

沪深 300 指数 -7.88% -13.98% -12.57% -33.41%

中证 500 指数 0.30% 11.41% 12.40% -23.20%

注：以上收益均为简单平均结果，数据截止 2014 年 3 月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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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银行理财产品风险收益指标 

最近一年 最近两年 最近三年 

 风险调整后

收益 
标准差 下行风险 

与沪深 300

相关系数

与中证 500

相关系数

风险调整

后收益 
标准差 下行风险 

风险调整后

收益 
标准差 下行风险

FOF 型 -5.93% 4.05% 18.54% 56.34% 46.78% 15.37% 3.96% 33.02% -41.92% 5.12% 70.37% 

股票基金混合型 47.96% 2.40% 7.06% 64.24% 69.34% 49.63% 2.37% 14.89% -21.55% 2.64% 32.19% 

其它类 461.73% 0.19% 0.00% 12.68% 25.30% 548.56% 0.22% 0.00% 355.50% 0.44% 0.46% 

沪深 300 指数 -77.74% 5.91% 31.80% 100.00% - -45.15% 6.58% 62.94% -116.30% 6.20% 106.01%

中证 500 指数 42.19% 7.59% 28.55% - 100.00% 32.95% 7.51% 62.23% -56.03% 7.61% 117.36%

注：以上指标均为简单平均结果，风险调整后收益为夏普比率，数据截止 2014 年 3 月。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收集整理  

产品表现有所差异，优势个体集中于招商、光大、工商银行 

 2014 年一季度 FOF 型产品未能实现整体获益，收益平均下跌 0.84%，14
只银行理财产品 7 涨 7 跌。招商银行旗下产品排名靠前。 

 一季度排名第一、第二的产品为招商银行旗下的海外寻宝系列之招银
商品指数投资组合理财计划(美元)、QDII 系列之“邓普顿亚洲增长基
金”链接理财计划（人民币），一季度净值分别上涨 4.38%、
4.36%；排名第三的是光大银行旗下的“同赢五号”产品三，当季净
值上涨 1.89%；排名第四位的是招商银行旗下的 QDII 系列之“摩根斯
坦利亚洲股票基金”链接理财计划（人民币），一季度净值上涨
1.35%；另外工商银行旗下的东方之珠三期排在第五位，一季度净值
上涨 1.28%。 

 就中长期投资而言，不论是近一年、近两年还是近三年，排名前两名
的产品均是招商银行旗下的 QDII 系列之“德盛总回报亚洲股票基金”
链接理财计划（人民币），以及中信银行旗下的代客境外理财 3 号
（展期），另外招商银行旗下的 QDII 系列之招银资产管理全球核心+
卫星双引擎增长组合理财计划（人民币）中长期表现亦较为突出。这
三只产品一年期净值分别上涨 15.13%、6.23%、5.50%；两年期净值
分别上涨 16.47%、20.17%、12.09%，三年期净值分别上涨 9.57%、
8.62%、1.88%。就风险控制而言，光大银行旗下的“同赢五号”产
品三表现最为稳健，风控效果良好。 

 

图表16：FOF 型产品风险收益指标 

阶段收益 风险指标（最近三年） 

名称 发行机构 截止日期 
一季度 最近一年 最近两年 最近三年 标准差 下行风险 

与沪深 300

相关系数

与中证

500 相关

系数 

海外寻宝系列之招银商品指数投

资组合理财计划(美元) 
招商银行 2014/3/31 4.38% -2.87% -5.72% -16.82% 4.56% 71.97% 27.39% 22.71%

QDII 系列之“邓普顿亚洲增长基

金”链接理财计划（人民币） 
招商银行 2014/3/31 4.36% 2.71% 10.57% 1.03% 5.56% 73.82% 50.05% 40.51%

“同赢五号”产品三 光大银行 2014/3/31 1.89% 3.24% 11.41% -2.91% 1.51% 20.57% 71.06% 73.34%

QDII 系列之“摩根斯坦利亚洲股

票基金”链接理财计划（人民

币） 

招商银行 2014/3/31 1.35% -0.46% 5.90% -2.14% 5.35% 68.08% 45.97% 37.81%

东方之珠三期 工商银行 2014/3/31 1.28% -5.10% 0.47% -7.12% 4.36% 62.82% 53.54% 42.38%

代客境外理财 5号（展期） 中信银行 2014/3/31 1.21% -5.64% 2.23% -10.95% 5.72% 76.09% 53.91% 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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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FOF 型产品风险收益指标 

阶段收益 风险指标（最近三年） 

名称 发行机构 截止日期 
一季度 最近一年 最近两年 最近三年 标准差 下行风险 

与沪深 300

相关系数

与中证

500 相关

系数 

QDII 系列之招银资产管理全球核

心+卫星双引擎增长组合理财计划

（人民币） 

招商银行 2014/3/31 0.46% 5.50% 12.09% 1.88% 4.70% 59.54% 49.81% 38.95%

QDII 系列之“德盛总回报亚洲股

票基金”链接理财计划（人民

币） 

招商银行 2014/3/31 -0.74% 15.13% 16.47% 9.57% 5.44% 66.45% 47.59% 37.16%

摩根富林明亚洲创富精选(美元) 建设银行 2014/4/1 -1.24% 2.21% 7.91% -2.51% 4.90% 66.90% 52.31% 43.77%

“境外宝” － “金砖四国” 股

票基金 
农业银行 2014/3/31 -2.02% -8.86% -10.84% -28.16% 6.88% 105.90% 45.24% 30.07%

招商银行“金葵花”基金优选系

列之“中投策略”理财计划 
招商银行 2014/3/31 -4.87% 0.61% 14.49% -2.51% 5.59% 70.64% 75.37% 81.93%

代客境外理财 2号（展期） 中信银行 2014/3/31 -5.75% 1.52% 2.76% -17.60% 6.06% 89.98% 67.52% 54.63%

代客境外理财 4号（展期） 中信银行 2014/3/31 -5.77% 1.51% 2.71% -17.68% 6.06% 90.11% 67.53% 54.64%

代客境外理财 3号（展期） 中信银行 2014/3/31 -6.33% 6.23% 20.17% 8.62% 4.98% 62.34% 60.61% 50.33%

沪深 300  2014/3/31 -7.88% -13.98% -12.57% -33.41% 6.20% 106.01% 100.00% 89.02%

中证 500  2014/3/31 0.30% 11.41% 12.40% -23.20% 7.61% 117.36% 89.02% 100.00%

注：各项风险指标采用月度收益率数据计算。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收集整理 

 

 13 只股票基金混合型理财产品 12 涨 1 跌，整体实现正收益，净值平均上
涨 1.43%，排名靠前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光大银行和工商银行。 

 光大银行旗下的“同赢八号”瑞丰精选表现持续最为突出，2014 年一
季度净值上涨 5.86%；工商银行旗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基金股票双重精
选人民币理财产品—2007 年第 2 期、中国工商银行基金股票双重精选
人民币理财产品—2007 年第 1 期排在第二、三位，当季净值分别上涨
4.16%、3.15%；排在第四、第五位的是光大银行旗下的资产配置稳
健、资产配置增利，一季度净值分别上涨 1.56%、1.28%。 

 从两年期和三年期的角度来看，光大银行旗下的“同赢五号”产品
二、“同赢八号”瑞丰精选表现突出，排在前两位，并且大幅领先于
其后的产品，显示了中长期持续的获益能力。就风险控制而言，光大
银行具有普遍优势，旗下多数产品净值波动幅度较小，除此之外，中
信银行旗下的蓝筹计划 3 号也始终收益稳健风控效果也相对良好。 

图表17：股票基金混合型产品风险收益指标 

阶段收益 风险指标（最近三年） 

名称 发行机构 截止日期 
2 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两年 最近三年 标准差 下行风险 

与沪深 300

相关系数

与中证 500

相关系数

“同赢八号”瑞丰精选 光大银行 2014/3/31 5.86% 16.94% 39.09% 33.65% 3.43% 31.44% 46.52% 61.23% 

中国工商银行基金股票双重精

选人民币理财产品—2007 年第

2期 

工商银行 2014/3/31 4.16% 12.55% 11.87% -2.87% 3.65% 50.58% 62.25% 80.57% 

中国工商银行基金股票双重精

选人民币理财产品—2007 年第

1期 

工商银行 2014/3/31 3.15% 9.01% 5.50% -12.69% 3.55% 49.02% 52.19% 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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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股票基金混合型产品风险收益指标 

阶段收益 风险指标（最近三年） 

名称 发行机构 截止日期 
2 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两年 最近三年 标准差 下行风险 

与沪深 300

相关系数

与中证 500

相关系数

资产配置稳健 光大银行 2014/3/31 1.56% 4.04% 1.45% 7.26% 1.56% 10.14% 25.57% 23.84% 

资产配置增利 光大银行 2014/3/31 1.28% 5.52% 12.18% 15.75% 0.74% 4.65% 71.46% 77.10% 

中信银行"蓝筹计划 3号"人民

币 
中信银行 2014/3/31 1.01% -1.34% -3.93% -4.51% 1.73% 24.09% 57.43% 70.98% 

资产配置平衡 光大银行 2014/3/31 0.86% 7.89% 13.54% 12.85% 1.49% 14.14% 73.21% 84.13% 

东方之珠代客理财 工商银行 2014/3/31 0.82% 0.26% 8.00% -3.01% 3.80% 51.08% 58.88% 48.63% 

“同赢五号”产品二 光大银行 2014/3/31 0.68% 25.67% 50.20% 32.23% 3.81% 37.66% 55.30% 72.90% 

资产配置进取 光大银行 2014/3/31 0.42% 10.50% 15.00% 9.91% 2.37% 26.47% 71.55% 83.97% 

中国工商银行基金股票双重精

选人民币理财产品—2008 年第

3期 

工商银行 2014/3/31 0.41% -1.38% 2.50% -4.62% 1.62% 25.71% 63.74% 69.22% 

资产配置激进 光大银行 2014/3/31 0.12% 12.42% 16.07% 7.97% 3.01% 35.03% 70.77% 83.67% 

同享二号—光银中华精选 光大银行 2014/3/31 -1.75% 0.55% 4.55% -21.62% 3.56% 58.44% 68.91% 63.03% 

沪深 300  2014/3/31 -7.88% -13.98% -12.57% -33.41% 6.20% 106.01% 100.00% 89.02% 

中证 500  2014/3/31 0.30% 11.41% 12.40% -23.20% 7.61% 117.36% 89.02% 100.00%

注：各项风险指标采用月度收益率数据计算。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收集整理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产品公布净值的具体日期有所不同，造成统计区
间会有所差异，因此前文所涉及的期间收益率及排名仅作为参考。 

附录：银行理财产品及分类介绍 

 银行理财产品是商业银行针对特定目标客户群开发设计并销售的资金投资
和管理计划。银行被授权管理资金，投资收益与风险由客户与银行按照约
定方式承担。银行理财产品种类繁多，按关联的基础资产可以分为股票、
信用、利率、汇率、商品等几大类。凭借天然的渠道优势、丰富的产品类
别、理财投资门槛低和产品灵活度高，银行理财逐渐成为继基金、投连险
之后理财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目前我们的研究仅限于投资标的以股票和股票型、混合型基金为主，少量
资产投资于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债券基金、货币基金及新股申购的银行
理财产品（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内的“证券投资类银行理财产品”投资
范围均如前所述）。目前这类理财产品主要采用银信合作的模式，即由银
行负责产品发售、登记、信息披露和资产的保管等，投资顾问作出投资决
策建议，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监督并执行投资决策。 

 由于银行理财产品在信息披露上的限制，本文所涉及的产品为不完全统
计，而且在产品分类上仅简单根据投资对象范围的不同进行区分，并未进
一步细致考察资产配置等差异，另各产品披露的净值在是否已扣除业绩报
酬方面并不统一，本文暂时按照披露的净值直接计算收益率。 

 本文按照投资对象范围的不同将银行理财产品分为四类：FOF 型银行理财
产品、股票基金混合型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型银行理财产品、其它类银行
理财产品。分类标准具体如下： 

（１） FOF 型银行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偏股型基金组合，可有少量资产
进行新股申购、债券和其他货币市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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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股票基金混合型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偏股型基金，可有少
量资产进行新股申购、债券和其他货币市场工具。 

（３） 股票型银行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股票，可有少量资产进行新股申
购、债券和其他货币市场工具。 

（４） 其它类银行理财产品目前包括新股申购型和基金挂钩型产品。其
中新股申购型银行理财产品以一级市场新股申购为主，基金挂钩
型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标的为票据，而票据收益与某类基金业绩相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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