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人 持仓品种 代码
最新价
（元）

股数
（万股）

今日操作计划
现金

（元）
当前总
资产（元）

收益率
（%）

虹 中昌数据 600242 17 . 27 6 . 20 停牌 1543 1072283 7 . 23

香烟有毒 空仓 空仓 1060452 1060452 6 . 05

信號山群主
中国中车 601766 11 . 54 4 . 99

持股 2062 1038108 3 . 81
永贵电器 300351 15 . 60 2 . 95

犇一号夏至
苏交科 300284 16 . 79 3 . 47 浪潮信息20 . 49元卖出1万股，20 . 63元清仓。苏交科

挂17 . 94元清仓，挂6 . 21元即时满仓换入二三四五。
444 999077 -0 . 09

浪潮信息 000977 18 . 91 2 . 2

三牛开泰
聚光科技 300203 32 . 11 1 . 3 昆仑万维涨8% 、9% 、10%各卖出1/3，聚光科技涨6% 、

8% 、10%各卖出1/3。
373 990545 -0 . 95

昆仑万维 300418 20 . 31 2 . 82

犇基金
上海环境 601200 23 . 85 1 . 62

持股 202 954512 -4 . 55
东方网力 300367 15 . 56 3 . 65

苗大侠 嘉凯城 000918 7 . 09 13 持股 23884 945584 -5 . 44

小桥流水 万业企业 600641 12 . 88 7 . 04 万业企业13 . 11元清仓 1273 908025 -9 . 20

股行者 爱尔眼科 300015 28 . 32 3 持仓 27254 876854 -12 . 31

天马行空 通宇通信 002792 38 . 60 2 . 26 持股 2838 875198 -12 . 48

镜中人
东软载波 300183 20 . 55 2 . 1 国祯环保21 . 69元卖出1 . 07万股，涨停价全部清仓。

东软载波开盘价清仓，满仓换入同花顺。
1749 870069 -12 . 99

国祯环保 300388 21 . 10 2 . 07

山高水深 雅化集团 002497 15 . 65 5 . 48 持股 396 858016 -14 . 20

浩瀚 联泰环保 603797 18 . 23 4 . 3 持股 165 784055 -21 . 59

老K 华脉科技 603042 25 . 33 2 . 00 持股 277000 783600 -21 . 64

快乐阳光
沧州大化 600230 47 . 70 0 . 3

持股 56940 742280 -25 . 77
科大讯飞 002230 67 . 78 0 . 8

开赛日10月9日，起始资产100万元。业绩基准A股指数，基准日3506 . 73点。12月4日收盘3466 . 07点，涨幅-1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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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设在央行的互联网金融风险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设在
银监会的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整
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随着政策落地，“现金贷”行业将
迎大洗牌，上千家平台面临整顿清理。

多措施防范现金贷风险

《通知》指出，具有无场景依托、无
指定用途、无客户群体限定、无抵押等
特征的“现金贷”业务快速发展，在满足
部分群体正常消费信贷需求方面发挥
了一定作用，但过度借贷、重复授信、不
当催收、畸高利率、侵犯个人隐私等问
题十分突出，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和
社会风险隐患。
对当前“现金贷”行业存在的高额

息费、不当催收、多头借贷、高杠杆、风
险扩散等问题，《通知》做出明确规定，
其中要求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暂停
新批设网络（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暂
停新增批小额贷款公司跨省（区、市）开
展小额贷款业务；已经批准筹建的，暂
停批准开业；小额贷款公司的批设部门
应符合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对于不符
合相关规定的已批设机构，要重新核查
业务资质。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

主任薛洪言认为，《通知》对“现金贷”的
定义更加宽泛，“无场景依托、无指定用
途、无客户群体限定、无抵押”的消费贷
业务均在此次整顿范围之内，P2P开展
的符合“现金贷”特征的业务也在整顿
之列。网贷之家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表
示，《通知》对于“现金贷”并未做严格定
义，只是规定“具有无场景依托、无指定
用途、无客户群体限定、无抵押”等特
征，小额信贷业务都需要符合这一要
求，范围比较大。
据悉，目前部分“现金贷”机构依靠

“高收益覆盖高风险”的方式扩张较快。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利率有
关规定，对民间借贷利率24%以下支
持、36%以上不予保护。《通知》规定，各
类机构以利率和各种费用形式对借款人
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禁止发放
或撮合违反法律有关利率规定的贷款。
各类机构向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
应统一折算为年化形式，各项贷款条件
以及逾期处理等信息应在事前全面、公
开披露，向借款人提示相关风险。

真正持牌的现金贷机构很少

此外，《通知》指出，“现金贷”需要
持牌经营。不仅指出“设立金融机构、从
事金融活动，必须依法接受准入管理。

未依法取得经营放贷业务资质，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经营放贷业务”，而且规
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为
无放贷业务资质的机构提供资金发放
贷款，不得与无放贷业务资质的机构共
同出资发放贷款”。业内人士指出，在暂
停增量、压缩存量的政策背景下，预计
没有相关牌照的从业机构，将被陆续清
出。持牌机构对相关合作会更加谨慎，
业务开展势必减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

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认为，对于那
些没有牌照的平台来说，存在暴力催
收、高利率、利滚利等问题的不良平台，
已被监管层定义为非法经营，未来将会
被清退。而那些有一定规模和知名度但
业务模式和牌照不够完备的平台，应该
尽快持牌，对于这些机构来说转型是最
大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当前市场上真正持牌

的“现金贷”机构很少。尽管没有确切的
统计数据，业界估计当前“现金贷”平台
总数在2000至5000家之间，其中真正
持有网络小贷牌照的仅几十家。
银监会普惠金融部副主任冯燕在

日前召开的银监会近期重点工作通报
会上明确表示，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保
障消费者权益，下一步将“现金贷”业务
纳入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范畴。监管部
门将按照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
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据新华社

监管风暴来袭！新规落地新设网络小额贷款公司被叫停

上千家现金贷平台面临大清理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４日电 “去年
高收益万能险那么火，现在还有这样的
理财型保险产品吗？”家住北京市西城区
的解先生正在为手里的闲钱找出路，而
他的疑问也道出了很多理财者的心声。
去年以来，个别保险公司借万能险

快速做大规模，动不动就承诺高达８％
的“年收益率”，一些买了此类产品的人
获得了收益，但好景不长。正如监管部
门的官员所言，这些公司投资能力不
高，脑子里也没有资产负债匹配这根
弦，短钱长配、激进举牌看起来“风光无
限”，实际上后患无穷。
４月下旬以来，保监会出台一系列

文件引导行业回归保障本源，严控短期
理财型产品规模，保险业由注重产品投
资回报转向产品保障责任。目前市面上
在售的具有理财属性的保险产品主要
有分红险、万能险和投连险，所谓“高收
益”早已不见踪影，与纯保障型保险产
品相比保障功能不足，与普通理财产品
相比收益又太低。
这么看来，如果想获得保障就买纯

保险，如果想要收益就买纯理财，如果
想“鱼和熊掌兼得”，那么两种效果都不
会太理想。

■相关新闻
险资要回归本源了
理财还能买保险吗？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晓哲 报道
本报12月4日讯 近日，即墨区组

团赴英国、德国开展招商促进活动，共有
4个项目现场签约，其中即墨区与德国
图赫集团签约的环德未来城项目签约金
额达到100亿欧元。
德国图赫集团实力雄厚，业务遍及

全球，旗下的投资、工程和项目开发三大
业务板块均处于德国领先水平。环德未
来城项目由德国图赫集团旗下的环德集
团负责开发，将环德未来城作为欧洲领先
创新企业引入即墨，以建设国际一流低碳
环保高新技术产业园为目标，重点发展可
持续城镇化、生命科学、产业4．0、软件开
发等相关产业，助推即墨产业升级，加速
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将于2021年前在即
墨投资达100亿欧元，打造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科技产业创新之源。
在“德国－青岛商务对话会暨新旧

动能转换招商政策发布项目对接会”上，
作为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中国
最具影响力的3D打印公共服务平台的
三迪时空集团，分别与柏林施莱歇尔电
子有限责任公司、CellCore有限公司、德
国3D打印网络联盟签署合作协议，共建
国际增材制造研究院，将国外优秀技术人
才、设计人才、相关技术服务、科研成果，
通过三迪时空平台与国内项目紧密对接，
发挥真正国际化的创新创业交流示范平
台作用。期间，考察团一行还参观了汉堡
大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三迪时空与汉
堡工业大学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同时，为提高产业招商精准化水平，

即墨区依托省、青岛市驻外常设机构和
国内招商信息、重大项目集聚地，加快设
立美国、德国等5个海外委托招商联络
处，上海、深圳等4个国内驻外招商联络
处。

德企要来即墨建未来城，投100亿欧元
即墨区组团赴英、德开展招商促进活动，4个项目现场签约

一张百元钞票就可以兑换一箱价值
1188元的茅台镇窖藏原浆酒，这样的好事
就发生在半岛都市报业大厦一楼，而且一次
性兑换10箱还赠送一坛20年豪华版封坛老
酒，每天来兑换酒的市民都排成了队。好酒
好酿造，特有的红缨子高粱、丰富的微生物
和香味物质，使得“茅台镇窖藏原浆酒”酒体
丰满醇香，挂杯持久，味道纯正，柔和、绵甜，
回味悠长，空杯留香，好喝不上头，不口干，
深受广大酒友喜爱！读者朋友们请于12月
10日前到活动指定地点“半岛都市报业大
厦一层大厅”办理兑换，兑完活动即止。活
动时间：12月5日～ 12月10日；咨询电话：
18866629732、18866625313。 葛欣鹏

茅台镇窖藏原浆
为何市民排队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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