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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收益规模创新高 宝宝理财来年将迎多重考验 

前言 

2017年 10月 1日《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对

货币基金的流动性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每年的 12月份本是货币基金冲规模的月份，

今年监管却要求不再公布货币基金规模排名，且严禁机构通过任何方式进行冲规模的宣传。 

2017年四季度，市场资金利率水涨船高，宝宝理财类产品收益上涨，规模增幅下降。整

体而言，互联网宝宝类产品 2017 年四季度三个月的平均收益率为 4.07%，每日万份收益达

到了 1.1 元。进入 12 月份后，在央行偏紧的货币政策以及资金利率上升的趋势下，宝宝理

财的平均收益率猛增到 4.21%，达到一年中的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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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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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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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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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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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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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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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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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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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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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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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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融 360 

第二章 互联网宝宝规模涨幅下降 11.3% 

2.1 2017 年四季度互联网宝宝规模上涨了 8.6% 

融 360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四季度末，74 只互联网宝宝对接的 56 只货币基金

的总规模为 39020.84亿元，较 2017年第三季度末增加了 3089.88亿元，环比涨幅为 8.60%，

相比第三季度涨幅下降了 11.3 个百分点，涨幅大幅下降。在 74 只互联网宝宝中，2017 年

第四季度规模增长的有 48只，占 64.86%；规模下降的有 26只，占 35.14%。虽然规模上升

的互联网宝宝产品仍占多数，但整体规模涨幅较第三季度大幅下降，或与货币基金的严监管

相关，监管严禁货币基金宣传以及冲规模，所以很多基金公司取消了以往年末冲规模的营销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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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四季度末仍然是天弘增利宝以总规模 15798.32亿元排名第一，环比增长 1.3%，相较于

第三季度增幅下降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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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最大的是诺安聚鑫宝货币 A，四季度末规模为 229.27亿元，

较 2017 年三季度末增长了 158.89%。增幅排名第二第三的宝宝产品分别为国寿安保鑫钱包

货币、中银活期宝货币，增幅分别为 106.72%、91.44%。同样，与三季度相比，即使增幅最

大的几个宝宝的增幅都有明显下降，第三季度中海货币 A的增幅曾高达 360%。 

2.2 2017 年四季度互联网宝宝系十大货币基金 

表 2-1 2017 年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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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额宝 第三方支付 支付宝 15798.32 0.013↑ 

工银货币 现金快线 
银行系 工商银行 

2300.58 0.0445↑ 
基金系 工银瑞信基金 

建信现金添利货币 速盈 银行系 建设银行 2197.69 0.4265↑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 

快线宝 银行系 上海银行 

1179.22 0.4588↑ 易发宝 银行系 广发银行 

微信余额+ 第三方支付 腾讯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 
壹钱包活钱宝 

银行系 平安银行 1150.84 0.1153↑ 
平安盈 

中银活期宝货币 中银活期宝 基金系 中银基金 797.82 0.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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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现金宝货币 

民生如意宝 银行系 民生银行 

562.31 0.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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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全添利宝 掌柜钱包 银行系 兴业银行 442.86 0.182↓ 

南方现金通 E 南方超级现金宝 基金系 南方基金 377.94 0.7276↑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智慧金 银行系 南洋商业银行 

361.6 0.0015↓ 

富利快线 银行系 富滇银行 

江渝基金宝 银行系 重庆农商银行 

e钱包 基金系 易方达基金 

活期盈 代销系 和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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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度十大货币基金的规模环比上升的有 6只，下降的有 4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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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三季度相比，规模排名前十的产品合作基金变化不大，仅新上榜了南方

基金的南方现金通 E，易方达增金宝货币则退出了前十。  

 

2.3 2017 年四季度互联网宝宝规模十大高增长货币基金 

表 2-2 2017 年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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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安现金宝 基金系 诺安基金 
诺安聚鑫宝货币 A 229.27 158.89%↑ 

众禄现金宝 代销系 众禄基金 

慧存钱 银行系 广发银行 国寿安保鑫钱包货币 35.97 106.72%↑ 

中银活期宝 基金系 中银基金 中银活期宝货币 797.82 91.44%↑ 

新华现金宝 基金系 新华基金 新华壹诺宝货币 A 6.16 76.50%↑ 

南方超级现金宝 基金系 南方基金 南方现金通 E 377.94 72.76%↑ 

融通现金宝 基金系 融通基金 融通易支付货币 1.89 54.92%↑ 

快线宝 银行系 上海银行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 1179.22 45.88%↑ 易发宝 银行系 广发银行 

微信余额+ 第三方支付 腾讯 

速盈 银行系 建设银行 建信现金添利货币 2197.69 42.65%↑ 

美盈宝 第三方支付 国美在线 诺安天天宝 B 7.34 40.61%↑ 

长城工资宝 基金系 长城基金 长城货币 A 56.83 33.44%↑ 

数据来源：融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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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规模增幅前十的货币基金对接了 13 个互联网宝宝，其中 6 只基金系、4 只基金

系、2 只第三方支付系、1 只代销系，规模增幅都在 33%以上，与第三季度相比，所对接互

联网宝宝的数目增加了 2只，均为第三方支付系宝宝。 

第三章 互联网宝宝收益率年末上涨至 4.21% 

3.1 2017 年四季度互联网宝宝收益率波动较大 

2017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产品的收益率波动就比较大，10月份、11月份的平均收益率

承接 9 月份的下降趋势，降至 3.99%，而到了 12月份，平均收益率又猛增到 4.21%，达到了

2017 年以来的峰值。整体来看，2017 年四季度三个月的平均收益为 4.07%，每天万份收益

达到了 1.1元，较第三季度的 4.05%上升了 0.02个百分点。 

融 360 分析师认为，10 月、11 月份宝宝类理财收益率的持续走低或与货币基金的严监

管相关，到了 12 月份，一方面毕竟货币基金公司还有冲规模的惯性，另一方面市场资金利

率本身在不断走高，货币基金利率自然随之增长，从而导致与货币基金对接的宝宝理财收益

率也实现了高增长。 

 

图 3-1 2017 年四季度各月互联网宝宝收益走势图 

数据来源：融 360 

 

从不同系别宝宝产品的收益率来看，四季度第三方支付系宝宝产品收益率仍居榜首，平

均收益率为 4.16%，银行系、代销系、基金系宝宝产品分列二、三、四位，位列第四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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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比第一的第三方支付系低了 0.13个百分点 

 

表 3-1 2017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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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支付 1.1199 4.16% 

2 银行系 1.0996 4.08% 

3 代销系 1.1002 4.07% 

4 基金系 1.0869 4.03% 

数据来源：融 360 

 

3.2 2017 年四季度十大高收益互联网宝宝 

表 3-2 2017年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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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增值宝 基金系 建信基金 建信天添益货币 C 4.37% 

2 

快线宝 银行系 上海银行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 4.33% 易发宝 银行系 广发银行 

微信余额+ 第三方支付 腾讯 

3 微众银行活期+ 银行系 微众银行 国金众赢货币 4.31% 

4 佣金宝 第三方支付 腾讯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4.30% 

5 e通宝 基金系 中海基金 中海货币 A 4.30% 

6 
朝朝盈 银行系 招商银行 

招商招钱宝货币 A 4.29% 
招钱宝 基金系 招商基金 

7 
开鑫盈 银行系 江苏银行 

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 A 4.29% 
华泰柏瑞现金宝 基金系 华泰基金 

8 南方超级现金宝 基金系 南方基金 南方现金通 E 4.29% 

9 

富钱包 基金系 富国基金 

富国富钱包货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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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零钱宝 第三方支付 苏宁 广发天天红货币 A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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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度前十大高收益互联网宝宝的收益率都超过 4.2%，其中最高的是超级增值宝，平

均收益率均为 4.37%；位列第二的依然是快线宝、易发宝、微信余额+，平均收益率均为 4.33%，

相比上季度下降了 0.04个百分点。而在第三季度收益率排名第一的开鑫盈、华泰柏瑞现金

宝，在第四季度下滑到了第 7名。四季度宝宝收益率前十名中，基金系的占了 6支，银行系

的有 5 支，第三方支付系的占了 4支，代销系依然最少为 1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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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支付机构备付金比例提高 互联网宝宝流动性或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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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融 360 监测数据显示，互联网宝宝的购买门槛占比最大的为 1分的，占比达到 50%左

右，其次还有 1元、10元、100元、1000 元四个档次，相比银行理财、公募基金、股票、信

托等投资产品的购买门槛要低得多，更加适合普通投资者购买。  

在单日最大提现额度限制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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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赎回到账时间最能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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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半

数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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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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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末，央行下发特急 248 号文，规定从 2018 年起，支付机构备付金集中交

存比例将从 20%左右逐步提高至 50%左右。而货币基金是第三方支付机构最主要的预收待付

资金构成，所以在 2018年支付机构的备付金比例逐步提高后，支付机构依靠备付金赚取利

差的模式终结，也间接的提高了流动性管理方面的成本。所以在 2018 年，支付机构能够实

现互联网宝宝 T+0提现到账的能力和意愿或会降低，会逐步提高 T+1 到账的比例。 

第五章 2018 年一季度互联网宝宝产品发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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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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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素限制下，货币基金规

模迅速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 货币基金将迎来更规范和平稳的发展。 

2018 年仍然是严监管的一年，在去杠杆、去通道的趋势下，央行将保持稳健中性的货

币政策，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仍然会紧跟市场利率和流动性的变化而波动。2018 年一季度，

预计货币基金收益率会由于资金流动性有所释放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由于整体资金面

仍然偏紧，收益率不会下降太多；货币基金的规模也会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增幅保持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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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较低的水平，预计不会再出现 2017年 300%以上的增幅。 

此外，根据 2017年四季报来看，货币基金是盈利最多的基金类型，预计 2018 年仍然会

是基金公司主推的产品类型。在严监管的形势下，基金公司很可能在货币基金产品策略和资

金配置方面进行创新，2018 年投资者或许会看到货币基金的一些新变化，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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