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小长假即将来临袁 草绿
花开袁春光明媚袁最适合踏青游玩
了遥 通常在这个季节袁家庭都会安
排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袁 放松身
心袁享受惬意的小长假遥 但很多放
在股市尧 大宗商品的钱也要休假
了袁为了在假期野人闲袁钱不闲冶袁
近日理财市场开始热闹起来遥

据知名财富管理机构嘉丰瑞
德数据统计袁截止目前袁有 90%的
高净值人群增持了私募股权袁其
中大部分人都是由房产投资转为
私募袁 就目前达到了配置此类产
品的高峰遥

尽管金融危机已过 10年袁但
全球市场却一直还笼罩在资产荒
的氛围之中袁之前那些短期套利尧
高风险的投机行为也已让投资者
望而却步袁 而能够跨越经济周期
的私募股权投资正成为了投资市
场野新宠冶袁高净值人群进行资产
配置的重要选项袁已到了野人无股
权不富冶的时代遥

私募股权投资袁相较于存款尧
股票尧 房产和固收类产品的门槛
是较高的袁 因此很多财富管理公
司进行了知识普及袁 让高净值人
群能更深入地了解私募股权袁同
时让投资者也了解自己该如何合
理地配置私募股权产品遥 但是嘉

丰瑞德发现袁 目前很多投资者对
私募股权的知识仍不是很了解袁
对于私募股权产品的挑选也处在
模棱两可的状态遥

为此袁 知名财富管理机构嘉
丰瑞德理财讲师总结了一些业内
常用的私募股权投资法则袁 希望
能帮助高净值人士在挑选私募股
权产品袁更睿智袁更具慧眼遥

首先看袁 基金管理公司和基
金管理人遥

通常来说袁 投资者可以先从
基金管理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基金
管理人的专业能力进行评判袁主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院 一是看基金
管理公司的背景袁 强大的实力背
景有利于公司整体的稳定性曰二
是看基金管理团队的素质和过往
业绩袁在业界的口碑尧知名度和业
内的人脉关系袁 过往业绩水平以
及投研团队的整体水平等曰 三是
看基金管理人的投后服务能力袁
以及管理是否规范袁 风控制度是
否严格等遥

总之袁 优秀的基金管理公司
是以长期价值投资的方式来寻找
标的企业的袁 而且能根据自己的
所长袁 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和方
向遥

其次看袁 私募股权投资产品

本身遥
嘉丰瑞德理财讲师提醒高净

值投资者袁 不要盲目追逐风口行
业袁虽说现在人工智能尧大健康和
教育等领域投资比较火热袁 但也
需要选择优质的私募股权基金袁
建议分散投资袁 具体哪个行业先
起来是不确定的袁 总之东边不亮
西边亮袁 而不要盲目追逐所谓的
风口行业遥

第三袁 私募股权投资新手需
懂得资产配置

私募股权的投资期限通常是
3-5年袁甚至更长袁收益回报链条
也相对较长遥 即使中途可能获得
部分现金回报袁 但仍要等到投资
全部退出后才能完全收回本金与
收益遥

因此袁 如果你是私募股权投
资的新手袁 可以借助专业的财富
管理机构帮忙挑选优质的私募股
权基金遥 若自行做资产配置袁建议
你拿出 20%的资金配置私募股权
投资袁其他资金可以配置股票尧固
收益类产品等袁 通过分散投资来
实现财富增值遥

总之袁清明小长假理财热袁但
投资者在挑选私募股权产品时仍
要谨慎袁不要被所谓野热冶而盲目
跟风购买遥 刘英

06 财经 姻2018年 4月 4日 星期三
姻责编院陈盛昌 校对院温云高

近日袁资管新规获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审议通过袁 正式版本落地在
即遥 这意味着袁 银行理财打破刚兑尧向
净值化转型尧消除多层嵌套等任务更加
迫在眉睫袁过去保本保收益的时代一去
不复返遥

今年 2月袁 银登中心发布的叶2017
年全国银行理财综合能力评价报告曳显
示袁 在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方面袁
部分股份制银行及外资银行净值化程
度较高袁其中部分外资银行的净值型产
品占比达到 90%以上遥 与 2017年上半
年相比袁城市商业银行净值化产品占比
提升较大袁 部分城商行 2017年末净值
化产品占比较上半年提升近 20个百分
点遥

中金固收团队分析袁这是由于揽储
压力所致遥尽管在资管新规统一监管框
架下袁保本理财面临的监管环境存在较
大变数遥但由于银行负债荒问题仍然存
在袁对一般存款争夺愈演愈烈袁保本理
财发行意愿也有阶段性提升遥

数据反映出的情况在现实中也得
到印证遥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袁其所在银行确实发行
了净值型理财产品袁 但目前并不是主
推袁传统型理财产品普遍更容易被客户
接受遥

野银行理财的投资者袁大多数年龄
偏大袁风险承受能力也比较低袁他们购
买理财产品就是觉得在保本保值的前
提下袁还能获得比存款利息高一些的固
定收益袁你说不保本袁他们担心本金会
亏损遥 冶上述客户经理表示遥

中金固收团队认为袁 打破刚兑尧向
净值型转型均可能降低银行理财收益
率的确定性袁从而降低其对投资者的相
对性价比和吸引力袁如果理财规模增速
下降的趋势持续袁甚至不排除阶段性负
增长遥

投资者如何应对打破刚兑之后的
理财市场钥 首先必须明确袁打破刚兑是
大势所趋袁刚兑产品将会逐年减少袁所以当务之急
是寻找替代原有银行理财的产品袁思路有二袁一是
以稍低的收益买低风险基金袁如货币基金等袁用货
币基金尧短期理财基金替代普通银行理财遥 一般来
说货币基金持有的产品很难出现亏损袁虽然不能承
诺收益率袁却是较好的银行理财替代产品袁而短期
理财基金则适合短期闲钱不需要动用的投资者遥

思路二袁若投资者能承受比以往银行理财更大
的波动率袁或是投资期限可以长达 2~3年袁可以申
购纯债基金作为替代袁 相对来说业绩弹性更强袁但
目前在加息周期内袁持有期限可能比债券牛市时更
长一些遥 李敬

日前袁 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
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依法批捕该市
首例野套路贷冶案件 17 名犯罪嫌
疑人遥 据悉袁该案被害人有 20余
人袁涉案金额近百万元遥

2017年 2月袁 重庆市民马先
生因需要贷款袁 找到位于两江新
区的某汽车抵押贷款公司遥 该公
司声称 野低利息尧 无抵押尧 不扣
车冶袁这让马先生尤为心动袁他向
对方约定借款 90万元遥 双方签订
了一系列的借款合同袁 该公司分
两次向马先生支付款项袁 同时收
取风险担保金尧GPS 安装费尧利
息尧手续费等共计 20余万元遥

随后袁该公司违反野不扣车冶
的承诺袁 以安装 GPS为由控制了
马先生的奔驰汽车并拒绝返还遥
马先生要求解除合同尧 返还已得
的贷款并取回车辆袁遭到拒绝袁对
方还以马先生违约为由要求返还
90万元遥马先生被迫返还贷款袁在
短短 4天内损失 20余万元遥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袁2017年袁
当地公安机关不断接到群众举
报袁 称这家汽车抵押贷款公司存
在不法行为遥 经过认真尧细致尧缜
密的侦查袁以犯罪嫌疑人王某尧景
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遥

经查袁 犯罪嫌疑人成立所谓
汽车抵押贷款公司袁对外宣称野低
利息尧无抵押尧不扣车冶袁以此吸引
被害人前来办理贷款遥 在被害人
办理汽车抵押贷款业务时袁 该团
伙采取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被害
人签订一系列合同袁 并以收取贷

款资质考察费尧风险担保金尧后期
管理费尧GPS安装费尧资料管理费
等名义扣减贷款袁 被害人最后只
能领取到约定贷款金额的大约
70%遥 同时袁该团伙以给被害人汽
车安装 GPS 方便公司定位的名
义袁借机控制被害人汽车袁然后对
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遥 短短数月
内袁犯罪嫌疑人就以同样的手法袁
诈骗 20余名被害人袁涉案资金近
百万元遥

由于该案案情复杂尧 影响重
大尧 涉及人数众多尧 群众损失较
大袁在侦查阶段袁渝北区检察院就
派出精干力量提前介入袁 引导公
安机关侦查取证遥 同时袁由于野套
路贷冶是一种新型的犯罪案件袁为
有效打击犯罪袁受理该案后袁承办
检察官查阅了大量资料和生效判
决袁使案件得以顺利办理遥

野近年来袁耶套路贷爷一词频繁
出现在大众视野袁 贷款人应尽量
通过合法平台借贷袁 正确评估自
身还款能力袁提升防范意识袁让犯
罪分子无机可乘遥 冶承办检察官提
醒贷款人袁如果遭受不法侵害袁要
及时向司法机关举报遥

与此同时袁 为帮助普通民众
识别野套路贷冶袁承办检察官还总
结了野套路贷冶犯罪的五个主要特
征院一是制造民间借贷假象遥不法
分子通过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或通
过中介袁 寻找急需用钱或征信存
在问题的被害人袁 以无需抵押即
可提供贷款为名袁降低贷款门槛遥
二是诱骗被害人签订借款合同袁

制造民间借贷假象袁之后再以野考
察红包冶野违约金冶野保证金冶 等各
种名目袁与被害人签订野虚高借款
合同冶野阴阳合同冶 等明显不利于
被害人的合同遥 三是制造银行流
水痕迹袁 向被害人发放一部分贷
款袁以分期支付借款的形式袁要求
被害人反复签订合同袁 却并不告
知被害人还款方式尧时间等袁以此
造成被害人违约遥 四是单方面肆
意认定被害人违约袁 并要求被害
人立即偿还野虚高借款冶遥 然后层
层野平账冶野再借款冶袁使债务野滚雪
球冶遥 五是软硬兼施野索债冶袁或提
起虚假诉讼袁 以实现侵占被害人
财产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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