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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6 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52997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7%。分

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7%，二季度增长 6.7%，三季度增长 6.7%。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增加值 40666 亿元，同比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209415 亿元，增长 6.1%；第三

产业增加值 279890 亿元，增长 7.6%。从环比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我国经

济仍处在转型升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仍然较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尚不牢固。2016 年三季度宝宝规模持续下降，宝宝类产

品收益也再创新低，一季度宝宝类产品平均收益为 2.80%，二季度宝宝类产品平均收益为

2.55%，三季度宝宝类产品平均收益持续下跌，收益为 2.54%。面对直线下跌的收益，如何

为投资者的资金寻求更好的出路是当下金融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章 互联网宝宝发展概况 

自 2013 年 6 月余额宝上线开始，2013 年下半年至 2014 年上半年互联网宝宝迎来了

爆发期，不管是传统型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金融机构纷纷推出各自的宝宝类货币基金。进入

2016 年后，新诞生的宝宝越来越少，市场进入饱和期，规模增长也开始放缓。随着收益的

逐渐下降，宝宝类产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逐渐降低。 

融 360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三季度末，全国 72 家平台共推出 83 支宝宝产品，对

接 68 支货币基金。 

按照发行机构的主体分类，基金公司发行的互联网宝宝归类为基金系宝宝，银行发行的

归类为银行系宝宝，第三方支付公司发行的归类为第三方支付系宝宝，基金代销机构发行的

归类为代销系宝宝。截至 2016 年三季度，基金系宝宝共 32 支，银行系宝宝共 28 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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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支付系宝宝共 15 支，代销系宝宝共 8 支。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宝宝都对接一支货币

基金，但也有部分宝宝对接两支或以上货币基金，另外也有一支货币基金对接多只宝宝的情

况。 

 

图 1 各系互联网宝宝数量占比 

凭借着起点低、存取便捷、灵活性强、安全度高等特点，互联网宝宝短期之内迅速吸引

了大批年轻的互联网用户，虽然这部分用户平均资产不大，但是数量基础十分庞大，为了吸

引这部分投资者，金融机构积极推出自家的宝宝类产品。不过 2016 年以来市场资金面逐渐

宽松，宝宝类产品收益大幅下滑，吸金能力逐渐减弱，新增宝宝产品也越来越少。 

以下是基金系互联网宝宝产品名单： 

表 1-1 基金系互联网宝宝名单 

产品名称 平台 系别 合作基金 

中银活期宝 中银基金 基金系 中银活期宝货币 

国投瑞银货币 国投瑞银基金 基金系 国投瑞银货币 A 

泰达宏利货币 泰达宏利基金 基金系 泰达宏利货币 A 

壹诺宝 新华基金 基金系 新华壹诺宝货币 

天天理财宝 富国基金 基金系 富国天时货币 A 

长盛添利宝 长盛基金 基金系 长盛添利宝货币 A 

南方现金宝 南方基金 基金系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A 

天添宝 中加基金 基金系 中加货币 A 

诺安现金宝 诺安基金 基金系 诺安货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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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袋 申万菱信基金 基金系 申万收益宝货币 A 

e钱包 易方达基金 基金系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长城工资宝 长城基金 基金系 长城货币 A 

华泰柏瑞现金宝 华泰基金 基金系 华泰柏瑞货币 A 

钱袋子 广发基金 基金系 广发钱袋子货币 

富钱包 富国基金 基金系 富国富钱包货币 

活期乐 嘉实基金 基金系 嘉实货币 A 

倍利宝 银河基金 基金系 银河银富货币 A 

融通现金宝 融通基金 基金系 融通易支付货币 

汇添富现金宝 汇添富基金 基金系 汇添富现金宝 

活期通 华夏基金 基金系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A 

现金快线 工银瑞信基金 基金系 工银货币 

现金增利宝 国富基金 基金系 国富日日收益货币 A 

招财宝 招商基金 基金系 招商招钱宝货币 A 

微钱宝 华安基金 基金系 华安日日鑫货币 A 

国泰超级钱包 国泰基金 基金系 国泰货币 

博时现金宝 博时基金 基金系 博时现金收益货币 A 

增值宝 建信基金 基金系 建信货币 

大成钱柜 大成基金 基金系 大成货币 A 

交银现金宝 交银施罗德基金 基金系 交银货币 A 

万家现金宝 万家基金 基金系 万家货币 A 

宝盈货币 宝盈基金 基金系 宝盈货币 A 

e通宝 中海基金 基金系 中海货币 A 

 

表 1-2 银行系互联网宝宝名单 

产品名称 平台 系别 合作基金 

壹钱包活钱宝 平安银行 银行系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 

鑫元宝 南京银行 银行系 鑫元货币 A 

慧存钱 广发银行 银行系 广发天天红货币 

平安盈 平安银行 银行系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A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 

聚利宝 重庆银行 银行系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A 

马宝宝 包商银行 银行系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A 

京喜宝 北京银行 银行系 中加货币 A 

富利快线 富滇银行 银行系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江渝基金宝 重庆农商银行 银行系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薪金宝 中信银行 银行系 华夏薪金宝货币 

掌柜钱包 兴业银行 银行系 兴全添利宝 

民生如意宝 民生银行 银行系 
汇添富现金宝货币 

民生加银现金宝货币 

普发宝 浦发银行 银行系 汇添富货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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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 D 

开鑫盈 江苏银行 银行系 诺安聚鑫宝货币 A 

快线宝 上海银行 银行系 
上银基金慧财宝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 

易发宝 广发银行 银行系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 

智慧金 南洋商业银行 银行系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 

薪金煲 中信银行 银行系 信诚薪金宝货币 

朝朝盈 招商银行 银行系 招商招钱宝货币 A 

兴业宝 兴业银行 银行系 大成现金增利货币 A 

添金宝 渤海银行 银行系 诺安理财宝 A 

速盈 建设银行 银行系 建信现金添利货币 

工银薪金宝 工商银行 银行系 工银薪金货币 A 

智能金 广发银行 银行系 易方达货币 A 

快溢通 交通银行 银行系 

交银货币 A 

嘉实货币 A 

博时现金收益货币 A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广发货币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A 

农银货币 A 

银华货币 A 

易方达货币 A 

鹏华货币 A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 A 

增金宝 浙商银行 银行系 易方达增金宝货币 

 

表 1-2 第三方支付系互联网宝宝名单 

产品名称 平台 系别 合作基金 

美盈宝 国美在线 第三方支付 诺安天天宝 A 

佣金宝 腾讯 第三方支付 国金通用金腾通货币 

零钱宝 苏宁 第三方支付 
汇添富现金宝 

广发天天红 

和聚宝 中国移动 第三方支付 汇添富和聚宝 

沃百富 中国联通 第三方支付 富国富钱包货币 

京东小金库 京东 第三方支付 
嘉实活钱包 

鹏华增值宝 

百度百赚 百度 第三方支付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嘉实活期宝 

网易现金宝 网易 第三方支付 汇添富现金宝 

电信添益宝 中国电信 第三方支付 汇添富现金宝 

微财富存钱罐 新浪微财富 第三方支付 汇添富现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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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理财通 腾讯 第三方支付 

广发天天红 

汇添富全额宝 

易方达易理财 

华夏财富宝 

余额宝 淘宝 第三方支付 天弘增益宝 

联通话费宝 中国联通 第三方支付 安信现金管理货币 A 

沃慧宝 中国联通 第三方支付 光大货币 

 

 

表 1-3 代销系互联网宝宝名单 

产品名称 平台 系别 合作基金 

收益宝 同花顺 代销系 

南方现金增利 

国泰现金管理货币 

银华货币 

国泰货币 

景顺长城货币 

博时现金收益货币 

广发货币 

众禄现金宝 众禄基金 代销系 
银华货币 A 

海富通货币 A 

活期盈 和讯 代销系 海富通货币 A 

数米现金宝 数米基金网 代销系 海富通货币 A 

活期宝 天天基金网 代销系 长城货币 A 

储蓄罐 好买基金 代销系 工银货币 

盈利宝 金融界 代销系 鹏华货币 A 

凤凰宝 凤凰网 代销系 工银货币 

 

第二章 互联网宝宝规模分析 

2.1 2016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规模下降 4.59% 

据融 360 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三季度末，83 只互联网宝宝对接的 68 只货

币基金的总规模为 16351.49 亿元，较 2016 年第二季度末减少了 786.92 亿元，降幅为

4.59%。在全部货币基金中，2016 年第三季度规模增长的有 28 只，规模下降的有 40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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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模排名较前的货币基金来看，大多是知名的大中型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者基金

公司发行的宝宝类产品。其中，三季度末余额宝规模为 7943.88 亿元，较 2016 年第二季度

减少 2.69%，余额宝规模首次下降。 

从规模变化来看，降幅最大的是国富基金的国富日日收益货币 A，三季度末规模为 1.11

亿元，较二季度末规模降低 62.37%。除此之外，建信基金的建信货币、银河基金的银河银

富货币 A 规模相比于二季度都降低了 48.29%、43.05%。 

在收益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三季度宝宝类产品规模也出现小幅下降，其中基金系宝宝下

降幅度最大，环比下降 19.95%，银行系宝宝、代销系宝宝和第三方支付系宝宝也出现下降，

下降的幅度为 6.05%、3.21%和 2.43%。宝宝类产品规模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有原因有： 

在互联网经济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宝宝市场明显趋于饱和，同质化显现、同类产品过

多导致竞争加剧、新生“宝宝”越来越少，整体规模增长走低。此外，近两年内多次降准降

息、市场资金环境逐步宽松、利率不断走低也导致互联网宝宝的收益率渐行渐低。理财渠道

的增多也使得互联网宝宝市场逐渐低迷下来。无论是在收益率方面亦或是流动性方面，互联

网宝宝正在逐渐失去其优势，被更多的理财产品所替代。 

2.2 2016 年三季度宝宝规模前十排名 

表 2-1 2016 年三季度宝宝规模前十排名（亿元） 

宝宝名称 平台 系别 合作基金 规模 环比 

余额宝 淘宝 第三方支付 天弘增益宝 7943.88 2.69%↓ 

储蓄罐 好买基金 代销系 工银货币 1442.77 5.64%↓ 

凤凰宝 凤凰网 代销系 工银货币 1442.77 5.64%↓ 

现金快线 工银瑞信基金 基金系 工银货币 1442.77 5.64%↓ 

速盈 建设银行 银行系 建信现金添利货币 771.73 31.91%↓ 

掌柜钱包 兴业银行 银行系 兴全添利宝 679.83 1.52%↓ 

快溢通 交通银行 银行系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A 584.68 8.79%↓ 

百度百赚 第三方支付 百度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584.68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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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期通 基金系 华夏基金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A 584.68 8.79%↓ 

民生如意宝 民生银行 银行系 汇添富现金宝 455.16 15.50%↑ 

网易现金宝 网易 第三方支付 汇添富现金宝 455.16 15.50%↑ 

电信添益宝 中国电信 第三方支付 汇添富现金宝 455.16 15.50%↑ 

微财富存钱罐 新浪微财富 第三方支付 汇添富现金宝 455.16 15.50%↑ 

汇添富现金宝 汇添富基金 基金系 汇添富现金宝 455.16 15.50%↑ 

壹钱包活钱宝 平安银行 银行系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

币 
396.22 17.56%↑ 

平安盈 平安银行 银行系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

币 
396.22 17.56%↑ 

微信理财通 腾讯 第三方支付 华夏财富宝 388.79 7.89%↑ 

快溢通 交通银行 银行系 嘉实货币 A 338.16 17.27%↓ 

活期乐 嘉实基金 基金系 嘉实货币 A 338.16 17.27%↓ 

平安盈 平安银行 银行系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A 258.57 6.73%↓ 

聚利宝 重庆银行 银行系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A 258.57 6.73%↓ 

马宝宝 包商银行 银行系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A 258.57 6.73%↓ 

快溢通 交通银行 银行系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258.57 6.73%↓ 

收益宝 同花顺 代销系 南方现金增利 258.57 6.73%↓ 

南方现金宝 南方基金 基金系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A 258.57 6.73%↓ 

注：如果一只货币基金对接多只宝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够获取单只货币基金的总规模，

但无法获取宝宝产品的规模以及该只货币基金分别从各个渠道募集了多少资金。 

三季度规模排名前十的货币基金仅有 3 只规模上升，7 只规模下降。在全部 68 支货币

基金中，余额宝对接的天弘增益宝货币基金仍然遥遥领先。 2015 年四个季度余额宝规模分

别是是工银货币的 7.1 倍、4.5 倍、3.2 倍和 3.16 倍，2016 年一季度出现反弹，上升至 4.2

倍，二季度 5.34 倍，三季度 5.51 倍。 

融 360 理财分析师从规模排名靠前的货币基金中总结出以下特征：1.成立越早、规模越

大。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抢先争取市场份额，第一时间打响知名度，余额宝便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2.在互联网宝宝规模大多数都呈现不同程度下降的情况下，银行系宝宝规模下降较

为缓慢。这是因为银行客户多、资源广，向客户推荐购买宝宝类产品更为容易。如今很多银

行在储户存款的时候都建议储户选择银行系宝宝，将其作为对活期存款的一种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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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6 年三季度宝宝规模增幅前十排名 

表 2-2 2016 年三季度货币基金规模增幅前十排名（亿元） 

宝宝名称 系别 平台 合作基金 规模 环比 

网易现金宝 第三方支付 网易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 A 1.18 372.00%↑ 

民生如意宝 银行系 民生银行 景顺长城货币 4.26 105.80%↑ 

诺安现金宝 基金系 诺安基金 国泰货币 216.5 50.93%↑ 

现金袋 基金系 申万菱信基金 国泰货币 216.5 50.93%↑ 

微信理财通 第三方支付 腾讯 华夏薪金宝货币 147.49 41.82%↑ 

京东小金库 第三方支付 京东 鹏华增值宝 64.9 35.77%↑ 

零钱宝 第三方支付 苏宁 易方达增金宝货币 127.19 26.14%↑ 

美盈宝 第三方支付 国美在线 广发货币 84.1 25.15%↑ 

收益宝 代销系 同花顺 广发货币 84.1 25.15%↑ 

收益宝 代销系 同花顺 工银薪金货币 A 61.88 24.21%↑ 

收益宝 代销系 同花顺 中海货币 A 2.65 23.83%↑ 

增金宝 银行系 浙商银行 中银活期宝货币 121.65 19.44%↑ 

三季度规模增幅前十的货币基金对接了 10 只互联网宝宝，其中 2 只基金系、2 只银行

系、5 只第三方支付系、3 只代销系，规模增幅都在 10%以上，和上季度相比，第三方支付

系规模增幅数量占比较大。 

第三章 互联网宝宝收益分析 

3.1 2016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收益再创新低 

2016 二季度互联网宝宝产品收益持续走低，3 个月收益率分别为 2.63%，2.51%，

2.51%。在 2016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产品收益持续下跌，三个月平均收益为 2.54%，宝

宝产品收益降低符合市场预期，目前经济增长压力较大，社会融资成本仍然偏高，央行动用

灵活的货币政策，市场利率一降再降，利率市场化也在加快步伐，各类理财产品收益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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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16 年 7—9 月互联网宝宝收益走势图 

从不同系别宝宝产品收益来看，三季度银行系宝宝产品收益最高，平均收益率为2.60%，

第三方支付系、基金系、代销系宝宝产品分列二、三、四位，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2.59%、

2.49%、2.44%，收益差距不大。互联网宝宝对接的是货币基金，其资金主要投向银行存款

及结算备付金，这部分通常能占到 60%以上，除此之外，少部分资金投向于债券及其它资

产，基本上都是风险等级较低的资产标的，且各货币基金资金投向趋同，这也就决定了各个

宝宝类产品之间的收益差距不会太大。 

3.2 2016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收益前十排名 

表 3-1 2016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收益前十排名 

宝宝名称 平台 合作基金 系别 
平均收益

率 

薪金宝 中信银行 华夏薪金宝货币 银行系 3.06% 

和聚宝 中国移动 汇添富和聚宝 第三方支付 3.04% 

微信理财通 腾讯 华夏财富宝 第三方支付 2.97% 

增金宝 浙商银行 易方达增金宝货币 银行系 2.89% 

快线宝 上海银行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

上银基金慧财宝 
银行系 2.85% 

易发宝 广发银行 易方达易理财 银行系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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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金 
南洋商业银

行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 银行系 2.85% 

微众银行活期+ 招商银行  国金通用众赢货币 银行系 2.85% 

佣金宝 腾讯 国金通用金腾通货币 第三方支付 2.80% 

沃百富 中国联通 富国富钱包货币 第三方支付 2.79% 

富钱包 富国基金 富国富钱包货币 基金系 2.79% 

掌柜钱包 兴业银行 兴全添利宝 银行系 2.75% 

京喜宝 北京银行 中加货币 A 银行系 2.71% 

天添宝 中加基金 中加货币 A 基金系 2.71% 

e通宝 中海基金 中海货币 A 基金系 2.69% 

国泰超级钱包 国泰基金 国泰货币 基金系 2.69% 

注：由于不同宝宝可能对接同一只货币基金，这样宝宝的收益率是相同的，因此表格中是收益前

十名的货币基金排名。 

三季度互联网宝宝中收益最高的是薪金宝，平均收益率为 3.06%，和聚宝和微信理财

通分列二、三位，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3.04%、2.97%。从排名前十的宝宝产品来看，各个

宝宝之间的收益差距并不是很大，没有明显超出平均水平。对于投资者来说，想要从互联

网宝宝中获取较高的收益不切实际，理财市场收益较高的活期理财产品一般不是货币基

金，而是其他债权类产品。 

第四章 互联网宝宝流动性分析 

与其它理财产品相比，互联网理财产品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流动性，主要有三项考察指标，

一是购买门槛，二是单日提现额度，三是赎回到账时间，其中资金赎回到账时间最为关键。 

4.1 近半数互联网宝宝购买起点为 1 分 

互联网宝宝的购买门槛分为 1 分、1 元、100 元、1000 元四个档次，据融 360 监测的

数据显示，购买起点为 1 分的宝宝占比 48%，购买起点为 1 元的占比 24%，购买起点为

100 元的占比 25%，购买起点为 1000 元的占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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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互联网宝宝购买门槛分布 

从互联网宝宝的购买起点来看，购买起点为 1 分的宝宝占到将近一半，购买起点在 100

元以内的宝宝占到 97%，宝宝类产品大打亲民路线。目前银行理财的认购起点至少为 5 万

元，基金的认购起点大多为 1000 元，股票的购买起点为 100 股（多数股票价格都在 1 元

以上），信托的投资起点为 100 万元，与其他理财领域的产品相比，互联网宝宝的购买起点

要低很多，广受大众投资者青睐。 

4.2 第三方支付系宝宝单日提现额度较小 

为了防止出现大规模挤兑现象，大部分互联网宝宝设置了单日最大提现额度限制，不同

宝宝的赎回限额差别较大，有的宝宝没有赎回上限，有的宝宝单日赎回限额仅 5 万元。据融

360 监测的数据显示，单日赎回上限为 50 万元的宝宝最多，占比 22%，其次是单日赎回上

限为 5 万元的宝宝，占比 16%，另外还有 13%的互联网宝宝没有设置赎回限制。 

从不同系别宝宝的单日提现额度来看，银行系宝宝的单日提现额度较大，第三方支付系

宝宝的单日提现额度较小。为何银行系限制小、第三方支付系限制大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因

素： 

一方面，银行资金规模较大，基本不会出现挤兑危机，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资金量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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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银行抗衡，一旦出现大规模赎回现象，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货币基金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自 2014 年初开始，各大银行，尤其是国有四大行，纷纷下调余额宝等互联

网宝宝的转入及转出限额；此外，央行也多番“泼冷水”，比如限制第三方支付的转账及消

费金额，第三方支付系宝宝遭遇双方夹击。 

 

图 4-2 互联网宝宝单日提现额度分布 

4.3 超半数互联网宝宝可实现实时到账 

资金赎回到账时间最能反应理财产品的流动性高低，据融 360 监测的数据显示，51%

的互联网宝宝提现可以实现实时到账，另外还有 40%的宝宝是有条件实时到账，比如有的

宝宝需要在工作日赎回，有的宝宝在夜间无法赎回。整体来看，大部分的宝宝都可以实现实

时或当日到账，很多宝宝甚至与银行活期账户资金一样灵活，流动性非常强。在变现时间上，

相对于其它三系宝宝，第三方支付系宝宝的变现时间要相对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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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互联网宝宝变现时间分布 

第五章 2016 年四季度互联网宝宝产品发展

预测 

2016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产品收益仅为 2.54%，再创新低，从中可以看出宝宝收益率

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虽然仍处下降通道，但不会出现较大波动，这与市场长时间稳定释放流

动性有关。宝宝与银行理财、P2P 等投资方式相比，收益优势已经不再，一段时间内很难再

回到曾经 5%的平均收益，但和银行理财相比宝宝流动性好，和 P2P 相比安全性更高。 

展望 2016 年第四季度，央行货币政策实际操作来看，降准降息等宽松预期一再落空，

逆回购期限一再拉长，市场融资成本逐渐抬升，显示年内货币政策实际转向中性偏紧，中期

来看，利率水平将保持稳定。因此，四季度互联网宝宝产品整体收益将震荡探底，将会保持

平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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