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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季度规模增长 20%，宝宝理财最后的狂飙？ 

前言 

2017 年 8 月底证监会正式公布《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

并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主要内容涵盖了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以及基金产品设

计、投资限制、申购赎回管理、估值与信息披露等业务环节的规范，同时也对货币市场基金

的流动性风险管控做出了专门规定。为了适应新规对货币基金的影响，不少基金公司都在积

极研究探索货币基金的转型发展之路。 

2017年三季度，市场流动性有所收紧，宝宝理财类产品收益上涨。整体而言，互联网宝

宝类产品 2017 年三季度三个月的平均收益率为 4.05%，每日万份收益达到了 1.087 元。进

入 10 月份以来，市场利率有所回升，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回购利率上行明显，市场流动性偏

紧。央行在公开市场开展逆回购操作，对冲公开市场到期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将有助年内流

动性水平保持中性平稳。 

第一章 互联网宝宝发展概况 

货币市场基金指的是投资于货币市场上短期有价证券的一种基金。该类基金资产主要包

括短期货币工具如国库券、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政府短期债券、企业债券、同业存款

等短期有价证券，具有高安全性、高流动性的特征。而互联网宝宝指的是在互联网渠道上出

售且有“别名”的货币基金。互联网宝宝作为特意为互联网优化的现金管理产品，安全性较

高、流动性强、操作简单、用户体验好，被很多用户当作活期存款使用，收益相对于银行存

款却高很多。 

本季度报告选取了 66家平台推出的 74支宝宝产品作为样本，它们共对接了 56支货币

基金。 

按照宝宝产品发售主体
1
的类型，本报告把互联网宝宝划分为四类：基金系、银行系、第

三方支付系和代销系。基金系宝宝即基金公司发行的互联网宝宝，银行系宝宝即银行发行的

互联网宝宝，第三方支付公司发行的则归类为第三方支付系宝宝，基金代销机构发行的归类

                                                             
1 注：此处的发售主体并不专指货币基金发行机构，而是指给货币基金取别名（有的还对货币基金进行了

定制）并依托自身渠道进行合法宣传和销售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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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销系宝宝。本季度选取的样本包括基金系宝宝 28支、银行系宝宝 27支、第三方支付系

宝宝 13 支、代销系宝宝 6 支。基本上每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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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支货币基金对接多个宝宝的情况。 

 

图 1-1 各系互联网宝宝数量占比 

数据来源：融 360 

 

以下是本报告统计的各系别互联网宝宝产品名单： 

表 1-1 银行系互联网宝宝名单 

产品名称 银行系别 平台 合作基金 

快线宝 银行系 上海银行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上银基金慧财宝 

易发宝 银行系 广发银行 易方达易理财 

智慧金 银行系 南洋商业银行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 

增金宝 银行系 浙商银行 易方达增金宝货币 

朝朝盈 银行系 招商银行 招商招钱宝货币 A 

微众银行活期+ 银行系 招商银行 国金通用众赢货币 

富利快线 银行系 富滇银行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江渝基金宝 银行系 重庆农商银行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掌柜钱包 银行系 兴业银行 兴全添利宝 

凤凰宝 银行系 北京农商银行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 

开鑫盈 银行系 江苏银行 诺安聚鑫宝货币 

鑫元宝 银行系 南京银行 鑫元货币 A 

添金宝 银行系 渤海银行 诺安理财宝 

基金系宝宝
38%

银行系宝宝
36%

第三方支付系

宝宝
18%

代销系宝宝
8%

互联网宝宝系别数量占比

基金系宝宝

银行系宝宝

第三方支付系宝宝

代销系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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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宝 银行系 兴业银行 大成现金增利货币 A 

民生如意宝 银行系 民生银行 民生加银现金宝货币、汇添富现金宝货币 

普发宝 银行系 浦发银行 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 D、汇添富货币 D 

速盈 银行系 建设银行 建信现金添利货币 

壹钱包活钱宝 银行系 平安银行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 

京喜宝 银行系 北京银行 中加货币 A 

薪金煲 银行系 中信银行 信诚薪金宝货币 

现金快线 银行系 工商银行 工银货币 

平安盈 银行系 平安银行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A 

聚利宝 银行系 重庆银行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马宝宝 银行系 包商银行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薪金宝 银行系 中信银行 华夏薪金宝货币 

慧存钱 银行系 广发银行 广发天天红货币 

快溢通 银行系 交通银行 交银货币 A 

数据来源：融 360 

表 1-2 基金系互联网宝宝名单 

产品名称 银行系别 平台 合作基金 

华泰柏瑞现金宝 基金系 华泰基金 华泰柏瑞天添宝 A  

超级增值宝 基金系 建信基金 建信天添益货币 C 

钱袋子 基金系 广发基金 广发钱袋子货币 

招钱宝 基金系 招商基金 招商招钱宝货币 A 

南方超级现金宝 基金系 南方基金 南方现金通 E 

e钱包 基金系 易方达基金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汇添富现金宝 基金系 汇添富基金 汇添富现金宝 

大成钱柜 基金系 大成基金 大成添利宝 E 

微钱宝 基金系 华安基金 华安汇财通货币 

国投瑞银增利宝 基金系 国投瑞银基金 国投瑞银增利宝货币 

富钱包 基金系 富国基金 富国富钱包货币 

诺安现金宝 基金系 诺安基金 诺安聚鑫宝货币 A 

博时现金宝 基金系 博时基金 博时现金宝货币 A 

现金快线 基金系 工银瑞信基金 工银货币 

新华现金宝 基金系 新华基金 新华壹诺宝货币 A 

中银活期宝 基金系 中银基金 中银活期宝货币 

活期乐 基金系 嘉实基金 嘉实货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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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超级钱包 基金系 国泰基金 国泰货币 

泰达宏利货币 基金系 泰达宏利基金 泰达宏利货币 A 

天添宝 基金系 中加基金 中加货币 A 

长城工资宝 基金系 长城基金 长城货币 A 

倍利宝 基金系 银河基金 银河银富货币 A 

万家钱包 基金系 万家基金 万家日日薪 A 

活期通 基金系 华夏基金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A 

博时企业宝 基金系 博时基金 博时天天增利货币 A 

e通宝 基金系 中海基金 中海货币 A 

交银超级现金宝 基金系 交银施罗德基金 交银现金宝货币 A 

融通现金宝 基金系 融通基金 融通易支付货币 

数据来源：融 360 

 

表 1-3 第三方支付系互联网宝宝名单 

产品名称 银行系别 平台 合作基金 

微信余额+ 第三方支付 腾讯 易方达基金易理财 

和聚宝 第三方支付 中国移动 汇添富和聚宝 

电信添益宝 第三方支付 中国电信 汇添富现金宝 

微财富存钱罐 第三方支付 新浪微财富 汇添富现金宝 

佣金宝 第三方支付 腾讯 国金通用金腾通货币 

余额宝 第三方支付 淘宝 天弘增利宝 

百度百赚利滚利 第三方支付 百度 嘉实活期宝 

京东小金库 第三方支付 京东 嘉实活钱包 

美盈宝 第三方支付 国美在线 诺安天天宝 B 

沃百富富钱包 第三方支付 中国联通 富国富钱包货币 

百度百赚 第三方支付 百度 华夏增利货币 E 

沃惠宝 第三方支付 中国联通 光大货币 

零钱宝 第三方支付 苏宁 广发天天红 

数据来源：融 360 

 

表 1-4 代销系互联网宝宝名单 

产品名称 银行系别 平台 合作基金 

活期盈 代销系 和讯 易基天天理财货币 A 

收益宝 代销系 同花顺 宝盈货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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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期宝 代销系 天天基金网 富国富钱包货币 

储蓄罐 代销系 好买基金 工银现金货币 

众禄现金宝 代销系 众禄基金 诺安聚鑫宝货币 A 

盈利宝 代销系 金融界 鹏华货币 A 

数据来源：融 360 

第二章 互联网宝宝规模分析 

2.1 2017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规模上涨了 19.9% 

融 360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三季度末，74 只互联网宝宝对接的 56 只货币基金

的总规模为 35930.96亿元，较2017年第二季度末增加了 5962.29亿元，环比涨幅为 19.90%。

在 56 只货币基金中，2017 年第三季度规模增长的有 39 只，占 69.64%；规模下降的有 17

只，占 30.36%。规模上升的货币基金数量仍然占多数，说明投资人依旧青睐货币基金，这主

要是由于货币基金的灵活性和相对较高的收益率。 

规模排名较前的宝宝大多是知名大中型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者基金公司发售的产品。

今年三季度末天弘增利宝以总规模 15595.95 亿元排名第一，环比增长了 8.93%，相较于第

二季度增度放缓，但余额宝仍是目前最受投资者欢迎的宝宝理财产品。 

从规模变化幅度来看，增幅最大的是中海货币 A，三季度末规模为 6.63 亿元，较 2017

年二季度末增长了 360.42%。增幅排名位列第二第三的宝宝产品分别为博时现金宝货币 A、

国寿安保鑫钱包货币，增幅分别为 157.72%、112.20%。 

2.2 2017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系十大货币基金 

表 2-1 2017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系十大货币基金（亿元） 

合作基金 产品 系别 平台 规模 环比 

天弘增利宝 天弘增利宝 第三方支付 支付宝 15595.95 8.93%↑ 

工银货币 工银货币 
银行系 工商银行 

2202.64 38.78%↑ 
基金系 工银瑞信基金 

建信现金添利货币 建信现金添利货币 银行系 建设银行 1540.61 91.55%↑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 银行系 平安银行 1031.89 42.35%↑ 

易方达易理财 易方达基金易理财 
银行系 上海银行 

808.37 33.30%↑ 
银行系 广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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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 腾讯 

汇添富现金宝 汇添富现金宝 

银行系 民生银行 

585.62 14.68%↑ 
基金系 汇添富基金 

第三方支付 中国电信 

第三方支付 新浪微财富 

兴全添利宝 兴全添利宝 银行系 兴业银行 541.39 14.36%↑ 

中银活期宝货币 中银活期宝货币 基金系 中银基金 416.75 101.89%↑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银行系 南洋商业银行 

362.16 31.10%↑ 

银行系 富滇银行 

银行系 重庆农商银行 

基金系 易方达基金 

代销系 和讯 

易方达增金宝货币 易方达增金宝货币 银行系 浙商银行 357.11 31.17%↑ 

数据来源：融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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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度十大货币基金的规模全部上升。在全部 56 支货币基金中，余额宝对接的天弘余

额宝货币基金仍然遥遥领先。规模位列第二、第三的仍是工行和建行的宝宝产品。与第二季

度相比，规模排名前十的产品中，第三方支付系宝宝产品少了百度，华夏基金和广发基金分

别对接的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A 和广发钱贷子货币也被挤出前十名，取而代之为平安银行的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兴业银行的兴全添利宝、和中银基金合作的中银活期宝货币。 

 

2.3 2017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规模十大高增长货币基金 

表 2-2 2017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系十大高增长货币基金（亿元） 

产品 系别 平台 合作基金 规模 环比 

中海货币 A 基金系 中海基金 中海货币 A 6.63 360.42%↑ 

博时现金宝货币 A 基金系 博时基金 博时现金宝货币 A 156.15 157.72%↑ 

国寿安保鑫钱包货币 银行系 广发银行 国寿安保鑫钱包货币 17.4 112.20%↑ 

中银活期宝货币 基金系 中银基金 中银活期宝货币 416.75 101.89%↑ 

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 A 
银行系 江苏银行 

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 A 46.41 99.01%↑ 
基金系 华泰基金 

建信现金添利货币 银行系 建设银行 建信现金添利货币 1540.61 91.55%↑ 

华安汇财通货币 基金系 华安基金 华安汇财通货币 90.92 49.10%↑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 银行系 平安银行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 1031.89 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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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现金货币 代销系 好买基金 工银现金货币 144.88 41.89%↑ 

工银货币 银行系 工商银行 工银货币 2202.64 38.78%↑ 

数据来源：融 360 

 

三季度规模增幅前十的货币基金对接了 12 只互联网宝宝，其中 6 只银行系、5 只基金

系、1 只代销系，规模增幅都在 38%以上，与第二季度相比，没有第三方支付系宝宝的规模

增幅进入前十名。 

第三章 互联网宝宝收益分析 

3.1 2017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收益波动较大 

2017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产品收益波动较大，7月份平均收益率达到 2017 年以来的最

高值 4.11%，8 月份收益率又回落到 4.01%，9月份略有上升。但整体来看，三个月平均收益

为 4.05%，每天万份收益达到了 1.087元，较今年第二季度的 3.86%上升了 0.19 个百分点。 

7 月到 8月份宝宝类理财收益率的明显下降或与同业存单政策加码有关，8 月份央行发

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拟于 2018年一季度评估时起，将资产规模 5000

亿元以上银行发行的一年以内同业存单纳入 MPA 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核。宝宝类理财

产品对接的是货币基金，而市场上很多货币基金投资同业存单。这可能对货币基金收益率提

前产生了影响。 

 

图 3-1 2017 年三季度各月互联网宝宝收益走势图 

数据来源：融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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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系别宝宝产品的收益来看，三季度第三方支付系宝宝产品收益最高，平均收益率

为 4.18%，基金系、代销系、银行系宝宝产品分列二、三、四位，位列第四的银行系比第一

的第三方支付系低了 0.2个百分点。 

 

表 3-1 2017 年第三季度各系别宝宝平均收益排名 

排名  系别 万份收益 收益率 

1 代销系 1.0815  4.03% 

2 第三方支付系 1.1204  4.18% 

3 银行系 1.0701  3.98% 

4 基金系 1.0899  4.06% 

数据来源：融 360 

 

3.2 2017 年三季度十大高收益互联网宝宝 

表 3-2 2017年三季度十大高收益互联网宝宝 

排名 名称 银行系别 平台 合作基金 收益率 

1 
开鑫盈 银行系 江苏银行 

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 A 4.39% 
华泰柏瑞现金宝 基金系 华泰基金 

2 

快线宝 银行系 上海银行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 4.37% 易发宝 银行系 广发银行 

微信余额+ 第三方支付 腾讯 

3 

民生如意宝 银行系 民生银行 

汇添富现金宝货币 4.35% 
汇添富现金宝 基金系 汇添富基金 

电信添益宝 第三方支付 中国电信 

微财富存钱罐 第三方支付 新浪微财富 

4 

富钱包 基金系 富国基金 

富国富钱包货币 4.31% 沃百富富钱包 第三方支付 中国联通 

活期宝 代销系 天天基金网 

5 微众银行活期+ 银行系 微众银行 国金通用众赢货币 4.30% 

6 和聚宝 第三方支付 中国移动 汇添富和聚宝 4.29% 

7 南方超级现金宝 基金系 南方基金 南方现金通 E 4.27% 

8 博时现金宝 基金系 博时基金 博时现金宝货币 A 4.24% 

9 超级增值宝 基金系 建信基金 建信天添益货币 C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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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微钱宝 基金系 华安基金 华安汇财通货币 4.22% 

零钱宝 第三方支付 苏宁 广发天天红 4.22% 

钱袋子 基金系 广发基金 广发钱袋子货币 4.22% 

数据来源：融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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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表格中实际上是

收益前十名的货币基金排名。 

三季度前十大高收益互联网宝宝的收益率都超过 4.2%，其中最高的仍然是开鑫盈、华

泰柏瑞现金宝，平均收益率均为 4.39%；位列第二的与上季度也没有变化，依然是快线宝、

易发宝、微信余额+，平均收益率均为 4.37%，相比上季度上升了 0.14 个百分点。三季度宝

宝收益率前十名中，基金系的占了 8支，第三方支付系的占了 6支，银行系的有 5 支，代销

系依然最少为 1支。 

第四章 互联网宝宝流动性分析 

与其它理财产品相比，互联网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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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100元、1000元五个档次，融 360监测

数据显示，购买起点为 1分的宝宝占比 48%， 1元的占比 38%， 10 元的占比 1%， 100 元的

占比 9%， 1000 元的占比 4%。 

 

图 4-1 互联网宝宝购买门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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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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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融 360 

注：起购金额为 0元的统一算为 1分。 

购买起点为 1 分的宝宝占到将近一半，购买起点在 10 元以内的宝宝占到 87%，宝宝类

产品真正实现了“普惠金融”。目前银行理财的认购起点至少为 5万元，公募基金的认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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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产品相比，互联网宝宝的起投金额要低得多，包容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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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只基金在不同渠道发行，单日取现额度也不一样。融 360监

测的样本数据显示，单日赎回无上限的宝宝占比接近 19%；有上限的占比约为 81%，其中单

日赎回上限为 50万元的宝宝占比最大，为 16%。 

从不同系别宝宝的单日提现额度来看，赎回无上限名单中银行系宝宝占比最大，第三方

支付系宝宝的单日提现额度较小。为何会产生这一现象，融 360分析师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

因素： 

一方面，银行资金规模较大，不太容易被一只基金挤兑，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资金量无

法与银行抗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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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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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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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融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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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360 监测的样本数据显示，88%

的互联网宝宝提现可以实现 T＋0到账；另外还有 11%（8只）的宝宝是 T＋1到账，其中有

5 个是基金系宝宝；还有的宝宝需要在工作日赎回，有的宝宝则在夜间无法赎回。在融 360

监测的宝宝中，有一只中国联通发售的沃惠宝要特殊一些，它无法提取现金，而是预存指定

金额话费，然后每月固定返还话费，收益也算在话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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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3 互联网宝宝变现时间分布 

4.4 货币基金流动性压力大 宝宝理财也有风险 

今年以来，货币基金高资产集中度可能引发的挤兑风险受到央行和证监会的格外重视，

余额宝的个人交易账户持有额度上限从 100 万到 25万，再到如今的 10万，一再下调，天弘

基金发布的公告中明确提到“稳健理财”，可见如今，安全、稳健已成为货币基金的首要追

求，其次才是收益和规模。 

证监会 8 月底发布了《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对货币市场基金设定了比普通公募基金更为严格的流动性指标限制，在机构类货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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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加强流动性管理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基金管理人应对所管理的货币市场基金的份额持有人

集中度实施严格的监控与管理，根据份额持有人集中度情况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组合实施

调整。 

第五章 2017 年四季度互联网宝宝产品发展预测 

随着货基规模的扩大，严格的流动性监管早就被提上日程。10 月 1日《公开募集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规范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业务环节，并针对

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动性风险作出专门规定，严格限制了投资者的集中度、货币基金的投资范

围、投资比例以及货币基金总规模，对信用债的投资比例限制给出了细化。 

从资产上看，新规规定，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同一商业银行的

银行存款及其发行的同业存单与债券，不得超过该商业银行最近一个季度末净资产的 10%；

同一基金管理人所管理采用摊余成本进行核算的货币市场基金的月末资产净值合计不得超

过该基金管理人风险准备金月末余额的 200 倍。对货基风险准备金的较高要求，以及银行净

资产规模的限制，很可能成为货基规模的天花板，货基规模迅速扩张的时代即将结束。 

从收益上看，对投资标的的限制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品收益：货币基金对信用等级较

高的存单配置比例提高、同业存单纳入 MPA 考核限制同业存单的规模增加；信用债投资比例

细化，影响货币基金资产配置的高收益成分；风险准备金无疑也会提高货币基金的资金成本；

因此长期而言，在未来货币政策维持中性平稳的基础上，货基的收益率势必然有一定程度的

下降。 

新规有 6 个月的过渡期，受此影响，有多只基金暂停或延缓了募集。与此同时，央行积

极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多种工具精确调节流动性，平顺波动，我们预计 2017 年 4季度

的资金面仍然会维持中性平稳，货币基金收益率整体上可能步入下降通道，同时规模增速下

降，部分投资人或将转向短期银行理财或短期债券理财等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