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中国

10 理财 22002211 .. 11 .. 1199 星星 期期 二二

编 辑 师 诗 靓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平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31000239
许可证流水号：00641700
批准成立日期：2012 年 06 月 19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金平路517号3层、

519及521号1-3层
电话：021-54313533

邮编：200240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1 月 13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晨报记者 赵智妍

资管新规发布以来， 银行理财
对 FOF 型理财产品的布局逐渐增
多。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银行理财子
公司投研能力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
FOF是拓展投资边界和能力的主要
方式，也是实现理财产品多元化资产
配置的重要途径。

银行理财 FOF 在增多
FOF（FundofFund），即基金

中的基金。 FOF并不直接将募集的
资金投资于股票、 债券等投资标的，
而是投资于其他基金，从而间接获得
股票、债券、股权等资产的收益，是各
类基金的投资组合。

据记者观察， 截止 1月 18日，
在中国理财网上，名称中含“FOF”
字样的银行理财产品达到 130 只，
主要是由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其中
工银理财和建信理财是主力发行者。
有数据显示，从 2019 年开始，银行
理财中的 FOF 型理财产品呈快速
增长趋势，2019年发行的 FOF型产
品就超过了 30只。

一位银行人士表示， 银行理财
之所以将 FOF作为重要方向，主要
原因是 FOF 可以将基金打包分散
风险。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 自 2018
年资管新规发布以来，银行理财业务
不断向净值化转型，在银行理财子公
司投研能力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
FOF成为其拓展投资边界和能力的
主要方式，也是实现理财产品多元化
资产配置的重要途径。

普益标准认为， 银行理财采取
FOF策略， 是银行资管业务转型的
重要方向。具体来看，一是政策层面，
符合资管新规要求的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范围和净值化转型方向；二是风
险控制方面， 促进大类资产配置，实
现风险的二次分散；三是经营投入方
面，可有效利用外部投资能力，扩大
资产配置领域， 减少总体建设成本，
避免运营费用大幅上升，提升主动投
资能力；四是市场拓展方面，可以充
分利用市场现有资源，迅速拓展银行
理财的投资领域，丰富投资资产和产
品类型。

权益类 FOF 型
是发力的重点

有分析指出， 银行理财的 FOF
策略中权益类 FOF 型理财产品是
各大商业银行发力的重点，现如今也
成为理财子公司间接投资权益市场
的重要手段。

中信建投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杨
荣表示，FOF 是银行理财子公司投
资股票市场主流的模式之一。以股权
投资为例，理财子公司对于二级资本
市场并不是非常了解，因此很难直接
进行股权投资，这时候 FOF就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FOF 给了理财子公
司进行股权资产配置的另类途径，只
需通过投资股票基金就可以在分享
股权带来的较高回报的同时，又节省
了股权投资的研究，以及控制风险的
成本。

招商证券认为， 银行理财子公
司目前在权益投资方面经验不足，大
概率将继续通过公募基金以 FOF
的方式间接投资权益市场，在主动基
金方面对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
较青睐。

同时，一家大型公募基金负责人
称， 银行理财资金更偏好指数基金。
综合考虑成本和投资收益，银行理财
子公司在成立初期通过 FOF 产品
投资时，对指数型基金配置需求会较
强。

银行渠道在 FOF 领域
有天然优势

有银行理财子公司人士表示，银
行渠道在 FOF领域具有天然优势。
一方面， 银行渠道了解基金公司，了
解基金经理， 在基金筛选方面有优
势；另一方面，银行了解客户，可以潜
移默化影响客户，为市场培育成熟的
投资人，FOF 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也依赖于银行渠道对投资者的理念
灌输和解释。

银行在重点布局 FOF 理财产
品，那么投资者在选择这类产品时要
注意什么？

有理财专家建议，选择 FOF投
资策略理财产品时要看清风险等级，
目前银行 FOF 理财产品大都集中
于中低风险类别。 但每只 FOF理财
产品因投资组合、持仓比例、集中度
等指标不同， 面临的风险会有所不
同， 购买时仍然要关注其风险等级，
看看是否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不要
盲目购买。

同时，投资者还要考虑到银行的
外部合作方，目前各银行的 FOF理
财产品，通过与外部机构合作，丰富
了投资资产和产品类型，并借助外部
专业人员和策略储备进行专业化的
风险资产投资。因此投资者也要了解
这些外部机构的能力，选择理财产品
时可以观察银行的合作方是否是主
动管理能力突出的基金公司和指数
基金布局全面的基金公司。

银行理财青睐基金中的基金

晨报讯 为了不断深化国家
外汇总局外汇管理 “放管服”改
革， 切实响应外汇业务便利化服
务政策， 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
提升， 中行上海市分行充分发挥
外汇业务专长， 先后推出一系列
优化举措， 进一步便利外汇业务
办理，以“中行力度”、“中行速
度”与“中行温度”，切实支持外
汇市场健康有序快速发展。

面对疫情带来的深刻变化，
中行上海市分行不断加快数字化
转型， 充分发挥长期外汇服务经
验优势， 针对特定客群推出各类
线上创新产品及服务。 留学生只
需运用电子渠道不占用便利化额
度留学汇款功能，即可缴纳学费；
劳务输出人群只需利用中行与支
付宝合作推出的在线小额跨境收
款及结汇功能， 即可完成境外小
额汇入收款与结汇； 外籍人才无
需反复提交雇佣合同、收入证明、
完税证明等多项就业材料， 仅凭
借《外国人才薪酬购汇专用信息
表》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在银
行柜台直接办理薪酬购付汇“一
件通”服务。 去年 12 月末，上海
纽约大学的高级讲师 K 女士来
到浦东的中行期货大厦支行，不
到 8 分钟就成功办理了上海地区
首单薪酬购付汇“一件通”业务。

未来， 中行上海市分行将紧
跟外汇政策导向， 专注业务领域
专长，整合集团全球资源，持续不
断为客户打造更加多元、 更加便
利的优质外汇金融服务方案。

晨报讯 中国银行业协会近日发布了 2020
年 12月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指数报告。 报告显
示，去年 12月银行理财价格指数小幅回升，银行
净值化转型加速。

去年 12月，全国银行理财价格指数环比上
升 0.45点至 84.01点，银行理财收益水平环比上
升 2BP至 3.51%。 从不同类型产品收益变化来
看， 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产品价格指数环比上升
1.27点至 89.60点，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产品价格
指数环比下滑 0.79点至 75.62点。

去年 12月，全国净值型产品综合业绩基准
指数环比上升 2.95点至 79.75点。净值型产品综
合业绩基准为 4.52%， 环比上升 16BP， 较基期
（2018年 5月）下滑 115BP；固定收益类净值
型产品业绩基准为 4.23%，环比上升 19BP，较基
期下滑 88BP; �混合类净值型产品业绩基准为

5.71%，环比上升 9BP；现金管理类净值型产品业
绩基准为 3.01%，环比上期持平，较基期持平。

去年 12月，净值型产品申购占比上升。从各
类产品的发行量（申购量）占比来看，封闭式预
期收益型产品发行量占比环比上升 2.26个百分
点至 50.83%； 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产品申购量占
比环比下滑 3.67个百分点至 18.84%； 净值产品
申购量占比环比上升 1.41个百分点至 30.33%。

普益标准研究员表示，整体来看，目前封闭
式预期收益型产品发行量占比上升，发行占比五
成左右；净值产品申购量仍相对较低，但 12月有
小幅度上升。 考虑到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央
行同多部门共同决定将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一
年至 2021年底， 有力支持了净值化转型，12月
净值产品申购量小幅上升， 银行理财净值产品
发行仍是大势所趋。

市中行多措并举
打造多元外汇服务方案

银行理财价格指数小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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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王本胜遗失上海东鹤房地产

有限公司购房发票一份， 编号：
15823129，声明作废。

减 资 公 告
霏皓 （上海 ）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由认缴 1000 万变更
为认缴 50 万，特此公告。

房 产 汽 车 黄 金 珠 宝 名 表 名 品
总部 ：河 南 南 路 ７５０号 Ｔ：６３７７２３０５
分 部 ：昌 里 路 157 号 Ｔ：50560760
分部： 南泉路 1330 号 T：50393810
分部：西凌家宅路 35 号 T：33110300

天成典当 房 产 抵 押
隔 日 放 款

公 告
上海太平洋房屋服务有

限公司 （简称转让方 ）与上海
菁英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简
称受让方 ）签订 《债权转让协
议》。 转让方将对上海奥萨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简称债务
人 ）享有的 （2018）沪 0109 执
1875 号执行债权转让给受让
方。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
人，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向受让方履行义务。
通知人：上海太平洋房屋服务
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