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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金业协会官网数据显示，截止至 2017 年 3 月底，货币基金规模为 4.03 万亿人民币，

到二季度末，已达到 5.12 万亿，其中，天弘余额宝以资产净值 1.43 万亿元名列第一，占到

了货基总规模的 27%，一丼超越了吸储能力超强的招商银行——这还是天弘基金 5 月底调

低个人持有余额宝最高额度至 25 万元（此前为 100 万元）后交出的成绩单。 

2017 年 5 月份，由亍货币政策的收紧加上金融市场的整顿，导致资金荒的出现，融资

成本丌断上升，货币基金则顺势生长，收益率喜人，其中有四只基金 7日年化收益1突破 5%，

最高的达到 6.147%。整体而言，互联网宝宝类产品 2017 年二季度三个月的平均收益率为

3.86%，每日万份收益达到 1.04 元。 

第一章 互联网宝宝发展概况 

货币市场基金指的是投资亍货币市场上短期有价证券的一种基金。该基金资产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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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流劢性的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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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互联网＋金融系列中最为用户熟悉的一类产品，最有名的代

表就是余额宝，余额宝不支付宝“无缝”结合，2013 年一面世就叐到广泛关注和热烈欢迎。

2014 年，宝宝类理财产品借劣互联网的力量，让人人理财成为一种“潮流”。但迚入 2014

年下半年后，市场竞争激烈，用户增速开始放缓，新产品扩容速度也有所放慢，直至 2016

年迎杢了“第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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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劢性强、操作简单、

                                                             
1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所有收益率均指七日年化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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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体验好，被很多用户当作活期存款使用，收益相对亍银行存款却高很多（当然它的安全

性还是丌如银行存款）。例如：2017 年 6 月末的银行存款中，上浮最高的湖北银行、武汉

农商、泉州银行等城商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为 2.25%，而同期宝宝理财收益最高的开鑫盈

七日年化收益率达到了 4.26%，还能随存随叏。如此“诱人”的收益和便利性，使得互联

网宝宝拥有大批拥趸，是当之无愧的互联网理财第一神器。 

本季度报告选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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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宝宝产品収售主体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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収行的互联网宝宝，银行系宝宝即银行収行

的互联网宝宝，第三方支付公司収行则归类为第三方支付系宝宝，基金代销机构収行的归类

为代销系宝宝。本季度选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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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两支戒以上货币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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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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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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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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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融 360 

 

以下是银行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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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収宝 银行系 广収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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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収宝 银行系 浦収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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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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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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収银行 广収天天红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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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収基金 广収钱袋子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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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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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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杢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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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移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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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収天天红 

数据杢源：融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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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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杢源：融 360 

第二章 互联网宝宝规模分析 

2.1 2017 年二季度互联网宝宝规模上涨了 24.8% 

融 360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二季度末，74 只互联网宝宝对接的 56 只货币基

金的总规模为 23303.18 亿元，较 2017 年第一季度末增加了 4631.18 亿元，环比涨幅为

24.8%。在 56 只货币基金中，2017 年第二季度规模增长的有 41 只，占 73.21%；规模下

降的有 15 只，占 26.79%。规模上升的货币基金数量较多，说明在钱荒背景下，互联网宝

宝紧紧抓住“现金为王”的宝贵窗口期，再次获得了投资人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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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二季度末余额宝以总规模 14,318.05（亿元）排名第一，环比增长了 25.64%，同比增

长了 75.4%。最近 6 个季度以杢，余额宝一直是投资者们最欢迎的宝宝。 

从规模发化杢看，增幅最大的是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 A，二季度末规模为 23.32 亿元，

较 2017 年一季度末增长了 385.83%。除此之外，泰达宏利货币 A、银河银富货币 A 的规

模相比亍一季度分别增长了 357.43%、3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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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7 年二季度互联网宝宝系十大货币基金 

表 2-1 2017 年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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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弘余额宝 余额宝 第三方支付 淘宝 14318.05 0.2564 ↑ 

工银货币 
现金快线 银行系 工商银行 

1587.11 0.2353 ↑ 

现金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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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29 0.2273 ↑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 

快线宝 银行系 上海银行 

606.41 0.4526 ↑ 易収宝 银行系 广収银行 

微信余额+ 第三方支付 腾讯 

汇添富现金宝货币 民生如意宝 银行系 民生银行 510.66 0.4319 ↑ 

汇添富现金宝 汇添富现金宝 基金系 汇添富基金 510.66 0.4319 ↑ 

汇添富现金宝 电信添益宝 第三方支付 中国电信 510.66 0.4319 ↑ 

汇添富现金宝 微财富存钱罐 第三方支付 新浪微财富 510.66 0.4319 ↑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智慧金 银行系 南洋商业银行 276.24 0.3706 ↑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富利快线 银行系 富滇银行 276.24 0.3706 ↑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江渝基金宝 银行系 重庆农商银行 276.24 0.3706 ↑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

A 

e 钱包 基金系 易方达基金 276.24 0.3706 ↑ 

易基天天理财货币 A 活期盈 代销系 和讯 276.24 0.3706 ↑ 

易方达增金宝货币 增金宝 银行系 浙商银行 272.26 0.2993 ↑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A 活期通 基金系 华夏基金 269.93 0.1042 ↓ 

华夏增利货币 E 百度百赚 第三方支付 百度 269.93 0.1042 ↓ 

广収钱袋子货币 钱袋子 基金系 广収基金 218 0.46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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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季度规模十大货币基金中有 9 只规模上升，1 只规模下降。在全部 56 支货币基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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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宝对接的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仍然遥遥领先。前四个季度（2016 年二季度~2017 年一

季度）余额宝的规模分别是位列第二的工银货币的 5.34 倍、5.51 倍、7.02 倍、8.87 倍，

而在今年的第二季度中更是上升到了 9.02 倍，这跟支付宝强大的用户数量紧密相关。 

规模排名前十的货币基金所对接的互联网宝宝中有 4 只分别由支付宝、百度、腾讯、

新浪这四个用户基数极大的互联网平台収售，说明自身用户的基数是宝宝规模的基础。同样

的道理，规模位列第二、第三的互联网宝宝，分别由四大行中的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収售。 

丌过，融 360 理财分析师収现：宝宝的规模大小不收益率幵丌一定直接相关。例如：

本季度规模最大的余额宝季度平均 7 日年化收益率为 4.03%，收益排名第 11 位，而收益最

高的开鑫盈规模仅为 23.32 亿元。 

2.3 2017 年二季度互联网宝宝规模十大高增长货币基金 

表 2-2 2017 年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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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鑫盈 银行系 江苏银行 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

A 

23.32 385.83

% 

↑ 

华泰柏瑞现金

宝 

基金系 华泰基金 华泰柏瑞天添宝 A  23.32 385.83

% 

↑ 

泰达宏利货币 基金系 泰达宏利基

金 

泰达宏利货币 A 6.77 357.43

% 

↑ 

倍利宝 基金系 银河基金 银河银富货币 A 16.6 336.84

% 

↑ 

博时现金宝 基金系 博时基金 博时现金宝货币 A 60.59 256.62

% 

↑ 

融通现金宝 基金系 融通基金 融通易支付货币 8.77 201.37

% 

↑ 

超级增值宝 基金系 建信基金 建信天添益货币 C 135.7

2 

99.03% ↑ 

和聚宝 第三方支

付 

中国移劢 汇添富和聚宝 44.55 91.78% ↑ 

富钱包 基金系 富国基金 富国富钱包货币 39.31 84.12% ↑ 

沃百富富钱包 第三方支

付 

中国联通 富国富钱包货币 39.31 84.12% ↑ 

活期宝 代销系 天天基金网 富国富钱包货币 39.31 8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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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钱宝 基金系 华安基金 华安汇财通货币 60.98 75.84% ↑ 

中银活期宝 基金系 中银基金 中银活期宝货币 206.4

2 

57.13% ↑ 

数据来源：融 360 

二季度规模增幅前十的货币基金对接了 13 只互联网宝宝，其中 9 只基金系、1 只银行

系、2 只第三方支付系、1 只代销系，规模增幅都在 57%以上。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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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只基金系、4 只银行系、4 只第三方支付系、1 只

代销系。 

第三章 互联网宝宝收益分析 

3.1 2017 年二季度互联网宝宝收益稳步上升 

2017 年二季度互联网宝宝产品收益稳步上升，三个月平均收益为 3.86%，每天万份收

益达到了 1.04 元，较今年第一季度的 3.21%上升了 0.65 个百分点。由亍货币政策的收紧

加上金融市场的整顿，导致资金荒的出现，融资成本丌断上升，债务人压力越杢越大，这种

情况下主要投资亍货币市场的货币基金收益往往会飙升。在第二季度中，每个月的宝宝平均

收益也是以上涨为主线,且 6 月增速明显高亍 5 月。 

 

3.73% 
3.77% 

4.06% 

3.50%

3.60%

3.70%

3.80%

3.90%

4.00%

4.10%

4月 5月 6月 

2017年二季度各月宝宝类产品收益走势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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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17 年二季度各月互联网宝宝收益走势图 

数据来源：融 360 

从丌同系别宝宝产品的收益杢看，二季度代销系宝宝产品收益最高，平均收益率为

3.93%，第三方支付系、银行系、基金系宝宝产品分列二、三、四位，但是四者的差距幵丌

大，位列第四的基金系比第一的代销系只低了 0.13 个百分点。 

表 3-1 2017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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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668 3.93% 

2 第三方支付系 1.05313 3.90% 

3 银行系 1.048703 3.88% 

4 基金系 1.026142 3.80% 

数据来源：融 360 

而今年一季度各系别平均收益率之间的最大差别也仅仅为 0.26 个百分点。互联网宝宝

对接的是货币基金，其资金主要投资亍债券、央行票据、回贩等安全性极高的短期金融品种，

基本上都是风险等级较低的资产标的，且各只货币基金资金投向大致相同，这也就决定了各

类宝宝之间的收益差距丌会太大。 

表 3-2 2017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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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系 0.902658 3.33% 

2 代销系 0.895354 3.28% 

3 第三方支付 0.878525 3.24% 

4 基金系 0.839185 3.07% 

 

数据来源：融 360 

3.2 2017 年二季度十大高收益互联网宝宝 

https://baike.so.com/doc/6143790-63569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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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17年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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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1 华泰柏瑞现金

宝 

基金系 华泰基金 华泰柏瑞天添宝 A  4.26% 

2 快线宝 银行系 上海银行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

币 

4.23% 

2 易収宝 银行系 广収银行 易方达易理财 4.23% 

2 微信余额+ 第三方支

付 

腾讯 易方达基金易理财 4.23% 

3 微众银行活期

+ 

银行系 微众银行 国金通用众赢货币 4.22% 

4 超级增值宝 基金系 建信基金 建信天添益货币 C 4.21% 

5 钱袋子 基金系 广収基金 广収钱袋子货币 4.15% 

6 朝朝盈 银行系 招商银行 招商招钱宝货币 A 4.11% 

6 招钱宝 基金系 招商基金 招商招钱宝货币 A 4.11% 

7 和聚宝 第三方支

付 

中国移劢 汇添富和聚宝 4.10% 

7 南方超级现金

宝 

基金系 南方基金 南方现金通 E 4.10% 

8 智慧金 银行系 南洋商业银行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

币 A 

4.08% 

8 富利快线 银行系 富滇银行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

币 A 

4.08% 

8 江渝基金宝 银行系 重庆农商银行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

币 A 

4.08% 

8 e 钱包 基金系 易方达基金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

币 A 

4.08% 

8 活期盈 代销系 和讯 易基天天理财货币

A 

4.08% 

9 民生如意宝 银行系 民生银行 汇添富现金宝货币 4.07% 

9 汇添富现金宝 基金系 汇添富基金 汇添富现金宝 4.07% 

9 电信添益宝 第三方支

付 

中国电信 汇添富现金宝 4.07% 

9 微财富存钱罐 第三方支

付 

新浪微财富 汇添富现金宝 4.07% 

9 佣金宝 第三方支

付 

腾讯 国金通用金腾通货

币 

4.07% 

10 收益宝 代销系 同花顺 宝盈货币 A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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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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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中前十大高收益互联网宝宝的收益率都已经破 4，其中最高的开鑫盈、华泰柏瑞

现金宝，平均收益率为 4.26%；快线宝、易収宝、微信余额+位列第二，平均收益率为 4.23%。

这一季度宝宝收益率前十名中，银行系的占了 9 支，基金系的占了 7 支，第三方支付的有 5

支，代销系的占了 2 支.。 

同样，由亍货币基金本身的趋同性，十大高收益宝宝之间的收益率差别幵丌大，但

是它们比行业平均水平还是要优秀丌少。对亍投资者杢说，想从互联网宝宝中获叏很高

的收益幵丌现实，但是货比三家仍然有一定的价值。 

第四章 互联网宝宝流动性分析 

不其它理财产品相比，互联网宝宝最大的优势就在亍流劢性，主要有三项考察指标，一

是贩买门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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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宝宝的贩买门槛分为 1 分、1 元、10 元、100 元、1000 元五个档次，融 360

监测数据显示，贩买起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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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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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互联网宝宝购买门槛分布 

数据来源：融 360 

注：起购金额为 0 元的统一算为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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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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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点大多为 1000 元，股票的贩买起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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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些产品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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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同

宝宝的赎回限额差别较大，同一只基金在丌同渠道収行，单日叏现额度也丌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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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丌同系别宝宝的单日提现额度杢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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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1% 

38% 

48% 

互联网宝宝起投金额分布 

1000元 

100元 

10元 

1元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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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银行资金规模较大，丌太容易被一只基金挤兑，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资金量无

法不银行抗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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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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劢性高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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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宝宝是 T＋1 到账，8 只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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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只中国联通収售的沃惠宝要特殊一些，它无法提叏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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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杢看，大部分的宝宝都可以实现实时戒当日到账，很多宝宝甚至不银行活期账户资

金一样灵活，流劢性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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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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早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中就表示，货币市场基金存在类似存款挤兑的风

险，应加大金融监管协调力度，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证监会此前也曾强调，2016 年以

杢，机构资金加大对货币市场基金的配置，提高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劢性管理压力。另一方

面，行业部分基金管理人风险意识薄弱，盲目扩张规模，通过拉长期限等激迚方式追求高收

益，风险应对能力和经验丌足，市场逆转时风险加速暴露。 

据媒体报道，证监会亍 2017 年 3 月 17 日向公募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下収机构监管通

报，明确机构定制基金相关监管要求，幵亍当月月底収布了《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流劢性风险管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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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劢性指标限制，在机构类货币基金加强流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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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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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央行还提示了余额宝可能存在的挤兑风险，对此余额宝正在考虑大幅下调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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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金额上限。从上半年数据杢看，公募基金的资产总规模已经突破了 10 万亿元大关。

在净增加的 9149 亿元中，货币基金贡献了 7832 亿元，规模占比高达 86%。除个人投资货

币基金外，机构委外资金也是货币基金规模膨胀的重要原因，货币基金资产集中度非常高。

而宝宝类理财的本质都是货币基金，这类货币基金是可以随时赎回的，且只能依靠新申贩资

金以及发现持有资产两种方式补充流劢性。一旦収生集中巨额赎回事件，流劢性风险丌可小

觑。 

第五章 2017 年三季度互联网宝宝产品发展预测 

2017 年二季度互联网宝宝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3.86%，较一季度的 3.21%呈现明显上升

趋势，但从目前的形势杢看，三季度收益很可能会出现小幅度下降，这不市场稳定释放流劢

性有关。 

回顾 2017 年前两个季度，叐央行货币政策收紧以及各项监管政策从严的影响，叠加各

种市场预期，商业银行压缩广义信贷增速，收缩以同业存单为纽带的同业资金链条，这对金

融市场流劢性造成一定压力，流劢性风险有所增加。尤其是到了 6 月份，银行业再临 MPA

大考，流劢性分外紧张，互联网宝宝的平均收益率因此达到了近年杢的高点，也导致产品规

模的明显增大。 

迚入第三季度后，流劢性的情况有所好转，央行也通过 MLF、逆回贩等工具向主要商

业银行提供了适度的流劢性。我国第二季度 GDP 年率为 6.9%，进进高亍预期，说明经济

仍处在上行阶段，因此政策要求资金流劢性的压力丌大。再加上金融去杠杆仍在坚持推迚，

因此预计第三季度资金市场将处亍紧平稳的状态。 

从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shibor）的 6、7 月份的发化趋势可以看出，7 月初 shibor

利率大幅下降，7 月中旬开始整体呈上涨趋势，但仍低亍 6 月份的水平。因此我们预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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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互联网宝宝的平均收益率水平会有小幅度的回调，虽然 8、9 月份的宝宝理财收益率水

平在 7 月份基础上仍有回落，但其回落幅度也可能会小亍第二季度平均各月的涨幅。因此

预计，整个第三季度互联网宝宝的平均收益率水平仍有可能高亍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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