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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本季 471 家银行共发行了 29947 款银行理财产

品（包括封闭式预期收益型、开放式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品），发行

银行数比上期增加 3 家，产品发行量增 4152 款。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

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39%，较上期上升 0.21 个百分点。 

 本季，31 个省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实现环比上涨，0 个省份

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则是环比下降；31 个省份的非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率实现环比上涨，0 个省份的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

则是环比下降。其中，保本类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

排名靠前的省份为吉林省、福建省、黑龙江省，分别为 4.11%，4.07%，

4.03%；非保本类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排名靠前的省

份为北京、四川省、上海，分别为 4.70%、4.70%、4.69%。 

 本季，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存续的开放式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共 1756 款，

较上季增加 272 款。其中，全开放式产品数量为 339 款，较上期增加 26

款；半开放式产品为 1398 款，较上期增加 247 款，收益率披露较为完整

的产品有 1207 款。 

 本季，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存续的开放式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共 1756 款，

较上季增加 272 款。其中，全开放式产品数量为 339 款，较上期增加 26

款；半开放式产品为 1398 款，较上期增加 247 款，收益率披露较为完整

的产品有 1207 款。 

 本季，净值型产品期间收益率最高的产品为中国民生银行发行的“非凡资

产管理证券投资理财产品 4 号 B”，期间收益率为 135.53%。净值型产品期间

波动性最高的产品为贵阳银行发行的“爽银财富-混合型养老理财第 1 期”，

期间波动性为 434.88。 

 本季封闭式非结构性预期收益型产品共有 23806 款到期，其中公布了到

期收益率的产品有 14684。本季结构性产品共 1995 款，其中公布了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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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的结构性产品有 497 款，其中有 165 款未实现收益区间中间值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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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季资管热点及政策解读 

赎回还是加仓？银行委外投资分化加剧 

在“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银行委外规模总体下滑成为大势所趋。面临今年三季度的部分委

外到期时点，要不要续作，银行的态度出现分化。对于去年较为激进的、依赖同业业务迅速扩张的银

行来说，今年在委外投资上表现出一定的压力。而去年较为审慎的大银行，当前却在考虑适当追加部

分委外投资。多位银行资管人士指出，银行委外投资新增有限，主要是优化调整。而优秀的委外管理

人仍受到市场青睐。对于债券市场可能存在的机会，银行资管人士表示，或考虑委外合作，或考虑主

动捕捉配置机会。总的来看，银行对于委外债券基金的态度是结构调整，对于浮亏大的委外投资，不

急于立即赎回，留待观察后续的表现。而对于一些收益一般的、未达预期的基金，银行会考虑到期不

续作。同时，由于银行所投的委外分布的时间较分散，因而不会出现集中赎回的现象。不过考虑到降

杠杆的需要，会把有收益的委外投资先落袋为安。当然，态度的分化，策略配置的优化，都突显出委

外赎回压力较一季度有所增大。业内人士指出，委外投顾大洗牌仍在持续。通常，业内人士将公募基

金（非货币型）中机构投资者占比 99%以上的作为“疑似委外基金”。Wind 数据显示，第二季度上述

“疑似”委外基金份额降幅达 11.4%，高于今年一季度时的环比份额降幅 4.41%，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二

季度委外赎回的压力在加大。究其原因，4 月以来，金融监管部门接连发布多个重要文件，旨在加强银

行业风险防控，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同业业务、投资业务、理财业务等业务中存在的杠杆高、嵌套多、

链条长、套利多等问题开展治理。毫无疑问，监管层对银行下发的多份监管指导文件，均指向银行同

业业务，这对委外业务的影响将持续发挥效力。银行人士预计，未来温和去杠杆的政策依然会持续推

进，因而，银行理财的规模以及投向委外的资金都将整体收缩。 

普益点评：伴随理财整体规模的下降，银行开始把优化配置策略放在首位。一些银行倾向于自己

主动管理，捕捉债券配置机会。另一些银行在自身配置策略的大框架下有侧重地选择投顾。 

2. 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 

2.1 本季银行理财整体情况展示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本季 471 家银行共发行了 29947 款银行理财产品（包括封闭式预期收益

型、开放式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品），发行银行数比上期增加 3 家，产品发行量增 4152 款。其中，

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39%，较上期上升 0.2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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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本季理财产品发行机构分布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表 1：本季理财产品发行机构分布 

发行主体 发行量 本季保本 本季非保本 发行量占比 增减 增减占比 

国有银行 4873 1268 3605 16.27% 801 0.49% 

股份行 4051 862 3189 13.53% 678 0.45% 

城商行 10087 3157 6930 33.68% 980 -1.62% 

农村金融机构 10061 5136 4925 33.60% 1678 1.10% 

外资行 875 708 167 2.92% 15 -0.41% 

总计 29947 11131 18816 100.00% 4152 0.00%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图 2：本季区域保本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览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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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本季区域非保本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览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2.2 各发行主体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 

表 2：本季不同保本类型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览 

发行主体 
3 个月以下 3-6 个月 6-12 个月 1 年以上 保本发

行量 

非保本

发行量 保本 非保本 保本 非保本 保本 非保本 保本 非保本 

国有银行 4.02% 4.46% 4.02% 4.56% 4.06% 4.63% 3.60% 4.65% 1161 3031 

股份行 3.80% 4.71% 4.11% 4.77% 4.29% 4.85% 5.45% 4.90% 442 2884 

城商行 3.78% 4.66% 3.93% 4.76% 4.11% 4.84% 4.20% 4.89% 2958 6797 

农村金融

机构 
3.87% 4.49% 3.97% 4.55% 4.11% 4.75% 4.35% 4.88% 5001 4837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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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国有控股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图 5：股份制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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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城市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图 7：农村金融机构保本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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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国有控股银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图 9：股份制商业银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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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城市商业银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图 11：农村金融机构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2.3 各区域内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统计 

表 3：各区域内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统计 

省份 本期保本 上期保本 变动值 本期非保本 上期非保本 变动值 

北京 3.91  3.55  0.36  4.70  4.42  0.28  

天津 3.92  3.64  0.29  4.69  4.41  0.29  

重庆 3.94  3.58  0.35  4.66  4.40  0.26  

上海 3.92  3.57  0.35  4.70  4.42  0.28  

河北 3.92  3.71  0.21  4.69  4.39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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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3.96  3.79  0.17  4.65  4.39  0.26  

辽宁 3.95  3.68  0.28  4.67  4.41  0.26  

吉林 4.11  3.92  0.18  4.60  4.33  0.27  

黑龙江 4.03  3.79  0.24  4.60  4.33  0.27  

江苏 3.86  3.58  0.28  4.68  4.41  0.27  

浙江 4.01  3.76  0.25  4.67  4.40  0.27  

安徽 3.91  3.71  0.20  4.67  4.40  0.26  

福建 4.07  3.87  0.20  4.66  4.40  0.26  

江西 3.98  3.76  0.21  4.63  4.35  0.28  

山东 3.87  3.63  0.24  4.66  4.41  0.26  

河南 4.02  3.77  0.25  4.67  4.40  0.27  

湖北 3.90  3.72  0.18  4.66  4.40  0.26  

湖南 3.85  3.61  0.24  4.66  4.39  0.27  

广东 3.81  3.57  0.25  4.69  4.41  0.28  

海南 3.90  3.70  0.21  4.60  4.33  0.27  

四川 3.94  3.64  0.29  4.69  4.42  0.27  

贵州 4.00  3.81  0.19  4.58  4.31  0.26  

云南 4.01  3.72  0.30  4.64  4.37  0.27  

陕西 3.92  3.63  0.29  4.66  4.40  0.27  

甘肃 4.00  3.82  0.19  4.57  4.29  0.28  

青海 3.95  3.79  0.16  4.56  4.29  0.27  

内蒙古 3.87  3.67  0.19  4.64  4.36  0.28  

广西 4.00  3.80  0.20  4.61  4.34  0.28  

西藏 3.86  3.59  0.28  4.54  4.26  0.28  

宁夏 3.94  3.74  0.19  4.59  4.29  0.30  

新疆 3.99  3.80  0.19  4.62  4.32  0.30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注：上图显示的为保留计算结果后的两位小数，与上期收益率比较的数据为计算后未保留两位小数的数据。 

 本季，31 个省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实现环比上涨，0 个省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率则是环比下降；31 个省份的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实现环比上涨，0 个省份的非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则是环比下降。其中，保本类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排名靠前的

省份为吉林省、福建省、黑龙江省，分别为 4.11%，4.07%，4.03%；非保本类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

产品平均收益率排名靠前的省份为北京、四川省、上海，分别为 4.70%、4.70%、4.69%。 

2.4 不同期限各类型发行主体非保本类理财产品收益率对比 

本季各类型发行主体非保本类理财产品收益率对比如下： 

表 4：本季不同期限非保本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览 

期限 国有控股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金融机构 平均收益率 

3 个月以下 4.46% 4.71% 4.66% 4.49%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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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个月 4.56% 4.77% 4.76% 4.55% 4.56% 

6-12 个月 4.63% 4.85% 4.84% 4.75% 4.63% 

1 年及以上 4.65% 4.90% 4.89% 4.88% 4.65%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图 12：3 个月以下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图 13：3 至 6 个月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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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 至 12 个月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图 15： 12 个月以上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3. 本季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情况 

3.1 每季新发开放式产品 

表 5：本季新发开放式产品一览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预期收益率 资金投向 开放式类型 

3.50%

3.80%

4.10%

4.40%

4.70%

5.00%

2016.1 2016.2 2016.3 2016.4 2017.1 2017.2

国有控股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金融机构 

3.50%

3.80%

4.10%

4.40%

4.70%

5.00%

5.30%

2016.1 2016.2 2016.3 2016.4 2017.1 2017.2

国有控股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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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 

万利宝 2017 年第一期非

保本浮动收益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产品 3303 款

(私行) 

5.30%~5.5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兴业银行 

万利宝 2017 年第一期非

保本浮动收益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产品 3302 款

(私行) 

5.10%~5.2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兴业银行 

万利宝 2017 年第一期非

保本浮动收益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产品 3301 款

(私行) 

5.10%~5.20% 
货币市场工具,债券类资产,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江苏江南农

村商业银行 

富江南之盛富添盈B计划

S1701 期 01 
5.00%~5.1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江苏昆山农

村商业银行 

"同心添利"人民币理财产

品 
4.90%~5.2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江苏昆山农

村商业银行 

"同心季享"人民币理财产

品 
4.85%~5.3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江苏昆山农

村商业银行 

"同心月盈"人民币理财产

品 
4.80%~5.1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重庆三峡银

行 

"财富宝"开放式人民币理

财计划 
4.20%~4.4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基金类

资产 

全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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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农村商

业银行 

金阿福创赢 M3 人民币

理财产品 
4.10%~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广东南粤银

行 

宝盈天利 03号(非保本高

净值) 
3.90%~4.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收(受)益

权,基金类资产 

全开放式 

广东南粤银

行 

宝盈天利 02号(非保本个

人) 
3.70%~3.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收(受)益

权,基金类资产 

全开放式 

郑州银行 金梧桐季季盈5号开放式 3.40%~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郑州银行 金梧桐季季盈4号开放式 3.40%~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郑州银行 金梧桐季季盈3号开放式 3.40%~4.6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郑州银行 金梧桐季季盈2号开放式 3.40%~4.6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郑州银行 金梧桐周周盈1号开放式 3.40%~4.3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浙江温州龙

湾农村商业

银行 

丰收·周周盈 2017 年第 1

期 
3.40%~3.6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郑州银行 金梧桐月月盈3号开放式 3.00%~4.4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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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 金梧桐季季盈1号开放式 3.00%~4.3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郑州银行 金梧桐月月盈2号开放式 3.00%~4.2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晋中经济开

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和谐财富.超级全能社区

保本理财产品 B001 
2.80%~5.0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广东南海农

村商业银行 

"盛通理财"锦绣钱程计划

天天盈 1 号 
2.60%~3.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全开放式 

山西侯马农

村商业银行 
新田系列"天天盈"A 款 2.50%~3.80% 债券类资产 全开放式 

山西榆次农

村商业银行 
安稳盈 1.66%~4.80% 债券类资产 全开放式 

华夏银行 
增盈天天理财增强型(回

转版) 
1.60%~5.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收(受)益

权,衍生金融工具 

全开放式 

江苏江南农

村商业银行 

富江南之鸿富添盈 A 计

划 H1728 期 01 
6.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长城华西银

行 

长城华西银行理财之私

行客户专属 2017"年年

盈利 01"理财产品 

5.35% 

债券类资产,现金及银行存款,货

币市场工具,债权类资产,基金类

资产 

半开放式 

厦门银行 

"凤凰花"理财之"生财有

道"稳健回报系列

17KF03M 

5.25% 不详 半开放式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 

尊享盈新客理财 2 号(私

银固定持有期 108 天) 
5.20% 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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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华西银

行 

长城华西银行理财之私

行客户专属 2017"半年

盈利 01"理财产品 

5.2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 
半开放式 

泉州银行 

"海西·源泉"行云流水系

列人民币私人银行理财

产品(新客) 

5.2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广州银行 

个人"红棉理财·恒利增富

"—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

品(高净值客户专

享)(PHL350A) 

5.2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哈尔滨银行 富赢周周升(35 天 02 号) 5.2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收(受)益

权,权益类资产,基金类资产,衍生

金融工具,其他资产 

半开放式 

福建海峡银

行 

海蕴理财海盈系列理财

产品 
5.1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债权

类资产,权益类资产 
半开放式 

广州银行 

个人"红棉理财·恒利增富

"—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

品(高净值客户专

享)(PHL098A) 

5.1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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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银行 

"海西·源泉"行云流水系

列人民币私人银行理财

产品 2017001 期(投资周

期 182 天) 

5.1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广州银行 

个人"红棉理财·恒利增富

"—196 天开放式人民币

理财产品(PHL196) 

5.1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盛京银行 
红玫瑰盛盈系列人民币

理财产品第 2 期 
5.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收(受)益权,基金类资

产 

半开放式 

温州银行 
"金鹿理财-乐享福

"17020 号银行理财计划 
5.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 
半开放式 

泉州银行 

"海西·源泉"行云流水系

列社区银行专属理财产

品 2017001 期(投资周期

91 天) 

5.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十一月盈)个人产品 1 
5.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哈尔滨银行 富赢周周升(35 天 03 号) 5.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收(受)益

权,权益类资产,基金类资产,衍生

金融工具,其他资产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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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银行 

个人"红棉理财·恒利增富

"—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

品(高净值客户专

享)(PHL196A) 

5.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江苏昆山农

村商业银行 

"同心稳利"人民币理财产

品 
5.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兴业银行 

私人银行"万利宝-财智人

生-稳盈"开放式人民币理

财产品(18M) 

5.00% 债券类资产,现金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广州银行 

个人"红棉理财·恒利增富

"—350 天开放式人民币

理财产品(PHL350) 

5.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兴业银行 

私人银行客户专属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财智

人生-稳盈 1Y 

5.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 

半开放式 

温州银行 
"金鹿理财-乐享福

"17019 号银行理财计划 
4.9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年年吉祥 5 期-B 4.9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兴业银行 

私人银行"万利宝-财智人

生-稳盈"开放式人民币理

财产品(9M) 

4.9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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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尊享 08 款 
4.9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尊享 07 款 
4.9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温州银行 
"金鹿理财-乐享福

"17018 号银行理财计划 
4.9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 
半开放式 

江西银行 
优盛理财—月月增利 1

号 
4.90% 不详 半开放式 

晋城银行 睿得利开放式-6M 4.9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半年尊享 5 期-B 4.9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兴业银行 

私人银行客户专属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财智

人生-稳盈 6M 

4.9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 

半开放式 

济南农村商

业银行 

富民金荷花理财产品

AAA173F 期 
4.85%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高端 08 款 
4.8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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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高端 07 款 
4.8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尊享 06 款 
4.8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尊享 05 款 
4.8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光大银

行 
安心计划 3 年 4.8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尊享 04 款 
4.8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晋城银行 睿得利开放式-1Y 4.8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季季如意 5 期-B 4.8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季季如意 4 期-B 4.8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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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

行 
2017 点金理财 4.8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基金类

资产 

半开放式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

系列之 5 万起 12 个月计

划 

4.85% 其他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光大银

行 
安心计划 2 年 4.83%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佛山农村商

业银行 

2017 年金狮理财大福系

列第 120 期理财计划 
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尊享 08 款 
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普通 08 款 
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普通 07 款 
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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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尊享 07 款 
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光大银

行 

阳光理财资产管理类理

财产品"置业理财191天" 
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基金类

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高端 06 款 
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高端 05 款 
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光大银

行 
安心计划 18 月 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高端 04 款 
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半年尊享 4 期-B 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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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银行 

个人"红棉理财·恒利增富

"—98天开放式人民币理

财产品(PHL098) 

4.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兴业银行 

私人银行客户专属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财智

人生-稳盈 3M 

4.80% 债券类资产,现金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济南农村商

业银行 

富民金荷花理财产品

AAA172F 期 
4.75%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 

"鑫意"理财福通·社区养

老 F17006 期 
4.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高端 08 款 
4.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高端 07 款 
4.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尊享 06 款 
4.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普通 06 款 
4.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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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普通 05 款 
4.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普通 04 款 
4.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尊享 04 款 
4.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尊享 01 款 
4.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双月添福 5 期-B 4.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年年吉祥 4 期-B 4.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兴业银行 

"万利宝"2017 年第 1 期

非保本浮动收益开放式

人民币理财产品

39004(私人银行客户专

属) 

4.75% 现金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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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六月盈)个人产品 5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晋中经济开

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2017 年和谐财富开放式

理财产品.开心 15 号 
4.70% 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普通 08 款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长城华西银

行 

长城华西银行之季季增

利系列 2017-333 期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普通 07 款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晋中银行 
吉祥如意第二十六期 D

型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高端 06 款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尊享 05 款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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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银行 

个人"红棉理财·恒利增富

"—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

品(高净值客户专

享)(PHL035A)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高端 04 款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月月添金 7 期-B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月月添金 6 期-B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高端 01 款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月月添金 5 期-B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月月添金 4 期-B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中信银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周

期 371 天(尊享)理财产品

(B170C0012) 

4.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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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普通 06 款 
4.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高端 05 款 
4.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普通 04 款 
4.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尊享 03 款 
4.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尊享 03 款 
4.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尊享 02 款 
4.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汉口银行 
九通理财"汉聚双月盈"系

列至尊 1 号理财产品 
4.65% 

债券类资产,现金及银行存款,收

(受)益权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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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普通 01 款 
4.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尊享 01 款 
4.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双月添福 4 期-B 4.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张家口银行 

"好运瑞享"开放式人民币

个人理财产品 2017 年第

1 期——月益 

4.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普通 05 款 
4.6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高端 03 款 
4.6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高端 03 款 
4.6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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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 

"万利宝"2017 年第 1 期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39003(广州专属) 

4.60% 债券类资产,现金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尊享 02 款 
4.6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高端 02 款 
4.6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高端 01 款 
4.6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广州银行 

个人"红棉理财·恒利增富

"—35天开放式人民币理

财产品(PHL035) 

4.6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 

"鑫意"理财福通·社区养

老 F17005 期 
4.5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招商银行 

聚益生金系列 91 天 B 款

理财计划(产品代码：

601091) 

4.5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https://www.pystandard.com.cn/PyPlatform/frontend/html/page/register.html


银行理财市场月报 

29ctrl+点击申请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试用账号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普通 03 款 
4.5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普通 03 款 
4.5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高端 02 款 
4.5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普通 02 款 
4.5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普通 01 款 
4.5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三月盈)个人产品 10 
4.5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三月盈)个人产品 9 
4.5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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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经济开

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和谐财富.超级全能社区

保本理财产品 B005 
4.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晋中经济开

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和谐财富.超级全能社区

保本理财产品 B004 
4.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晋中经济开

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和谐财富.超级全能社区

保本理财产品 B003 
4.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晋中经济开

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和谐财富.超级全能社区

保本理财产品 B002 
4.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招商银行 

聚益生金系列 63 天 B 款

理财计划(产品代码：

601063) 

4.5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晋中经济开

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2017 年和谐财富开放式

理财产品.开心 9 号 
4.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长城华西银

行 

季季增利系列 2017-555

期 
4.5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中国民生银

行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9W理

财产品周四普通 02 款 
4.5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六月盈)产品 1 
4.5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 

"鑫意"理财福通·社区养

老 F17004 期 
4.5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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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峡银

行 

海蕴理财优选系列专属

理财产品 
4.5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债权

类资产,权益类资产 
半开放式 

长城华西银

行 

长城华西银行之月月增

利系列 2017-006 期 
4.5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中信银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周

期 63 天理财产品

(B170C0010) 

4.5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兴业银行 

现金宝(3 号)人民币理财

产品(上海高资产净值客

户专属) 

4.4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其他资产 
全开放式 

汉口银行 
九通理财"汉聚双月盈"系

列 1 号理财产品 
4.45% 

债券类资产,现金及银行存款,收

(受)益权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二月盈)个人产品 9 
4.4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三月盈)个人产品 8 
4.4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六月盈)个人产品 4 
4.4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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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六月盈)个人产品 3 
4.4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招商银行 

聚益生金系列 63 天 A 款

理财计划(产品代码：

600063) 

4.4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收(受)益权 
半开放式 

招商银行 

聚益生金系列 91 天 A 款

理财计划(产品代码：

600091) 

4.4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收(受)益权 
半开放式 

浙江温州鹿

城农村商业

银行 

"富民·尊荣"周周赢

2017002 开放式人民币

理财产品 

4.40% 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六月盈)产品 2 
4.4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重庆银行 
长江添益金步步高 T+1

第 8 期 A 款 
4.4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全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二月盈)个人产品 8 
4.3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招商银行 

聚益生金系列 35 天 B 款

理财计划(产品代码：

601035) 

4.3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三月盈)个人产品 7 
4.2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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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三月盈)个人产品 6 
4.2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三月盈)个人产品 5 
4.2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三月盈)个人产品 4 
4.2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招商银行 

聚益生金系列 35 天 A 款

理财计划(产品代码：

600035) 

4.2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收(受)益权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一月盈)产品 3 
4.2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晋中银行 晋安盈第 2 号 4.2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张家口银行 

"好运瑞享"开放式人民币

个人理财产品(14 天)第 2

款( KF17002 ) 

4.1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N/A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二月盈)个人产品 7 
4.1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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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二月盈)个人产品 6 
4.1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二月盈)个人产品 5 
4.1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二月盈)个人产品 4 
4.1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三月盈)产品 3 
4.1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三月盈)产品 2 
4.1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三月盈)产品 1 
4.1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齐商银行 

"金达鑫财富开放式理财

(14 天)"SD3003 号开放

式理财产品 

4.1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锦州银行 

"7777 理财"-天天上 103

期1天开放式非保本人民

币理财产品 

4.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债权类资产,权益类

资产 

全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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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银行 周周乐第一号 4.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一月盈)个人产品 5 
4.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一月盈)个人产品 4 
4.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二月盈)产品 3 
4.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一月盈)产品 2 
4.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二月盈)产品 2 
4.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衍生金

融工具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一月盈)产品 1 
4.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 

e 利多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二月盈)产品 1 
4.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江门新会农

村商业银行 

金葵树理财·月添利开放

式理财产品(A 款) 
3.9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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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银行 
吉祥如意第二十六期 C

型 
3.9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年年吉祥 5 期-A 3.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半年尊享 5 期-A 3.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年年吉祥 4 期-A 3.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半年尊享 4 期-A 3.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日照银行 

黄海万利宝

(175B0101)7 天定期开

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3.8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广州农村商

业银行 
私享周周金 1 号理财 3.8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中国工商银

行 
保本稳利 364 天 3.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月月添金 7 期-A 3.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季季如意 5 期-A 3.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季季如意 4 期-A 3.7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双月添福 5 期-A 3.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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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银行 双月添福 4 期-A 3.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浙江临海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2017 年第 2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3.7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月月添金 6 期-A 3.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月月添金 5 期-A 3.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天津银行 月月添金 4 期-A 3.6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中国工商银

行 
保本稳利 273 天 3.6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浙江龙游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2017 年第 2

期 
3.6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浙江新昌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2017 年第 2

期 
3.6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浙江桐庐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 2017 年第 2 期 3.6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浙江永康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七天)2017

年第 2 期开放式 
3.6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浙江武义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 2017 年第 2 期 3.6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浙江天台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七天)2017

年第 2 期 
3.60% 债券类资产,现金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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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慈溪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七天)2017

年第2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3.6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半开放式 

中国银行 

中银智富周期开放-7 天

B 产品

(AMZYZFZQKF-7DCF2) 

3.5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晋中经济开

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2017 年和谐财富开放式

理财产品.开心 7 号 
3.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晋中经济开

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2017 年和谐财富开放式

理财产品.开心 6 号 
3.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晋中经济开

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2017 年和谐财富开放式

理财产品.开心 5 号 
3.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宁波余姚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人民币理财

产品(第 2017002 期) 
3.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浙江东阳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七天)2017

年第2期开放式人民币理

财产品 

3.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浙江温州瓯

海农村商业

银行 

丰收.喜悦(七天)2017 年

第 2 期 
3.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2017 年第 2

期-七天开放式理财 
3.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临安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

社 

丰收喜悦 2017 年第 2 期

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3.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杭州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 

"乐惠·周周乐"(七

天)2017 年第 2 期 
3.4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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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安吉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2017 年第 2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3.4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浙江德清农

村商业银行 

"丰收·喜悦"(七天)2017

年第 2 期 
3.4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广州银行 

个人"红棉理财·恒利增富

"—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

品(高净值客户专

享)(PHL007A) 

3.35%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 
半开放式 

长城华西银

行 

长城华西银行之个人客

户专属日日鑫人民币理

财产品 

3.3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全开放式 

杭州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 

"乐惠·日日升

"(T+1)2017 年第 2 期 
3.10% 债券类资产 全开放式 

江苏江南农

村商业银行 

富江南之聚富天安盈 A

计划 J1710 期 01 
3.0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江苏如皋农

村商业银行 
汇富-天天增利尊享型 3.0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全开放式 

河北银行 
益友融通—开盈天利金 3

号理财产品 
3.00% 债券类资产 全开放式 

江苏如皋农

村商业银行 
汇富-天天增利安享型 2.8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 全开放式 

东莞农村商

业银行 
创富理财日日盈 4 号 2.66%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营口银行 
渤海通宝之共赢系列

2017 第 2 期理财产品 
2.50% 债券类资产 半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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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银行 
渤海通宝之共赢系列

2017 第 1 期 
2.10% 

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现金

及银行存款,基金类资产 
半开放式 

晋中经济开

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和谐财富.超级全能社区

保本理财产品 A001 
1.90% 债券类资产 全开放式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注：本部分仅显示公布了预期收益率的开放式产品 

3.2 本季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存续情况 

图 16：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存续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注：上图仅计算统计区间内公布了收益率的产品 

本季，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存续的开放式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共 1756 款，较上季增加 272 款。其中，

全开放式产品数量为 339 款，较上期增加 26 款；半开放式产品为 1398 款，较上期增加 247 款，收益

率披露较为完整的产品有 1207 款。从整体情况来看，半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产品发行量均高于全开放式

预期收益型产品。从整体收益表现来看，开放式产品整体收益率表现平稳，其中半开放式理财产品的

收益率明显高于全开放式理财产品，其收益率均在 3.7%以上；而全开放式产品收益率表现则位于 3.5%

以下，城市商业银行产品收益率为 3.07%高于 3%。 

3.3 本季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在售情况 

图 16：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在售产品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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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注：上图仅计算统计区间内公布了收益率的产品 

 

图 17：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在售产品收益率统计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注：上图仅计算统计区间内公布了收益率的产品 

本季在售的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数量为 882 款，较上季增加 102 款。其中，全开放式产

品数量为 339 款，较上期增加 26 款；半开放式产品为 524 款，较上季增加 77 款，收益率披露较为完

整的产品共 1100款。全开放式与半开放式产品发行量的表现一致，均为半开放式产品发行量高于全开

放式产品发行量。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售的公布了收益率的半开放式产品数量最多达 373 款；在

售的公布了收益率的全开放式产品最多的发行主体为股份制银行达 121 款。在收益率方面，半开放式

产品整体收益率均值高于全开放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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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情况简析 

4.1 净值型产品期间收益率排名 

表 5：净值型产品期间收益率 top5 

发行银行 产品名称 
期间收益

率 
资金投向 

中国民生银行 非凡资产管理证券投资理财产品 4 号 B 135.53% 货币市场工具,债券,股票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万利宝理财管理计划第一期第 2 款 131.22% 货币市场工具,债券,贷款类资产 

中国民生银行 非凡资产管理结构化证券投资理财 5 号 B 108.59% 货币市场工具,债券,股票 

中国民生银行 非凡资产管理证券投资理财 5 号 B 97.87% 货币市场工具,债券,股票 

中国农业银行 "境外宝" － "金砖四国" 股票基金(美元) 37.99% 不详 

江苏银行 "聚宝财富 2017 专享 11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6.22% 

债券类资产,债权类资产,货币市

场工具,权益类资产,衍生金融工

具 

中国农业银行 "境外宝" － "金砖四国" 股票基金(人民币) 25.43% 不详 

河北银行 河北银行"月盈 1 号"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 24.00% 债券,票据 

中国建设银行 "亚洲创富精选"QDII 产品 22.99% 不详 

贵阳银行 爽银财富-混合型养老理财第 1 期 21.90% 不详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4.2 净值型产品波动性排名 

表 6：净值型产品波动性排名 top10 

发行银行 产品名称 期间波动性 资金投向 

贵阳银行 爽银财富-混合型养老理财第 1 期 434.88  不详 

贵阳银行 爽银财富-权益稳健理财第 10 期 353.57  不详 

渤海银行 
2017 年渤鸿 41 号封闭式净值型人民币非保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 
272.21  不详 

渤海银行 
2017 年渤鸿 42 号封闭式净值型人民币非保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 
272.21  不详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尊享系列开放式净值型(股票精选主

题)2015 年第 6 期 ZXKG1512 
214.05  货币市场工具,债券,股票 

东莞银行 2014 年价值成长系列股债混合类 1 号 56.77  货币市场工具,债券,股票 

渤海银行 
2017 年渤鸿 40 号封闭式净值型人民币非保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 
55.90  不详 

渤海银行 
2017 年渤鸿 39 号封闭式净值型人民币非保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 
39.89  不详 

江苏银行 "聚宝财富 2017 专享 11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36.98  

债券类资产,债权类资产,货

币市场工具,权益类资产,衍

生金融工具 

东莞银行 2015 年价值成长系列债多赢 1 号(2) 30.98  
货币市场工具,债券,贷款类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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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注：波动性计算有正负方向，数值为 0表示无波动，此表仅列出正向波动前 10的产品 

5. 外币理财产品情况 

表 7：本季外币产品发行情况一览 

银行类型 
币种 

总计 
AUD GBP HKD USD EUR 

国有控股银行 40 30 12 168 1 251 

股份制商业银行 9 0 21 136 0 166 

城市商业银行 0 0 0 52 0 52 

外资银行 3 0 0 63 0 66 

总计 52 30 33 419 1 535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本季发行了外币产品的银行主要有大华银行、富邦华一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交通银行、

南洋商业银行、平安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银行、兴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 

图 18：外币产品数量及收益率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6. 到期产品情况简介 

非结构性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产品： 

本季，封闭式非结构性预期收益型产品共有 23806 款到期，其中公布了到期收益率的产品有 1468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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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本季封闭式非结构性预期收益型产品投资类型分布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本季无未实现预期最高收益率的非结构性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产品。 

结构性产品： 

本季结构性产品共 1995 款，其中公布了到期收益率的产品有 497 款。 

图 20：本季结构性产品挂钩对象分布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本季有 165 款未实现收益区间中间值的产品，未实现收益区间中间值的结构性产品详见下表。 

表 8：本季未实现预期最高收益率产品 

产品全称 挂钩对象类型 公布最低收益率 公布最高收益率 到期收益率 投资币种 

融资类 

0.06% 

债券与货币市

场工具 

69.46% 

组合类 

30.48% 
融资类 

债券与货币市场工具 

组合类 

股票 

3.08% 

汇率 

14.61% 
基金 

4.15% 

利率 

24.28% 

期货 

1.79% 

期货,现货价格 

0.07% 

现货价格 

27.08% 

指数 

24.93% 

股票 

汇率 

基金 

利率 

期货 

期货,现货价格 

现货价格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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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69 期

(AMZYBYRX2017069) 

指数 2.00% 6.40% 2.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69 期看涨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7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67 期看跌沪深 300 指数人民

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70%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37 期看跌沪深 300 指数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80% 3.0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64 期

(AMZYBYRX2017064) 

现货价格 2.00% 6.40% 2.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59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75%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34 期看跌沪深 300 指数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8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57 期看跌沪深 300 指数人民

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70% 3.0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53 期

(AMZYBYRX2017053) 

现货价格 2.00% 6.40% 2.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50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7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48 期看跌沪深 300 指数人民

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70% 3.00%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51) 
汇率 0.80% 1.60% 0.80% USD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BYQQZX17035) 
汇率 1.10% 5.60% 1.1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39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85%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31 期看跌沪深 300 指数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95% 3.00%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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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37 期看涨沪深 300 指数人民

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90% 3.00%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47) 
汇率 0.80% 1.60% 0.80% USD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BYQQZX17033) 
汇率 1.10% 5.60% 1.1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31 期黄金到期宽幅波动人民

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30% 4.90% 3.3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30 期看涨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5.2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29 期看涨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95%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29 期看涨沪深 300 指数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9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27 期看涨沪深 300 指数人民

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9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25 期沪深 300 指数到期宽幅

波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50% 4.65% 3.50%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43) 
汇率 0.80% 1.60% 0.80% USD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48 期

(AMZYBYRX2017048) 

现货价格 2.00% 6.40% 2.00%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BYQQZX17031) 
汇率 1.10% 5.60% 1.1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20 期黄金到期宽幅波动人民

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1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19 期看涨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9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15 期沪深 300 指数到期宽幅

波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10% 3.00%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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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27 期看涨沪深 300 指数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0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17 期看涨沪深 300 指数人民

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90%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25 期看涨沪深 300 指数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9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09 期看涨沪深 300 指数人民

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9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07 期沪深 300 指数到期宽幅

波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1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12 期黄金到期宽幅波动人民

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1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11 期看涨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5.05% 3.00%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41) 
汇率 0.80% 1.60% 0.80% USD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BYQQZX17029) 
汇率 1.10% 5.60% 1.10%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37) 
汇率 0.80% 1.60% 0.80% USD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BYQQZX17027) 
汇率 1.20% 5.60% 1.2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03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5.3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02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5.0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01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5.05% 3.00%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36) 
现货价格 0.85% 1.55% 0.85% USD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94 期

黄金期末看涨连续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6.10% 3.00%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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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92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3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91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0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95 期

黄金期末看跌连续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6.10% 3.42%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23 期看跌沪深 300 指数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9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99期看跌沪深300指数人民币

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9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93期黄金到期宽幅波动人民币

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30% 4.90% 3.3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22 期看涨黄金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50% 3.00%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理财

产品(HJBQQZXU17033) 
汇率 0.80% 1.30% 0.80% USD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理财

产品(BYQQZX17025) 
汇率 1.20% 5.50% 1.2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21 期看涨沪深 300 指数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9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86期看涨白糖期货价格人民币

理财产品 

期货 3.00% 5.4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89期看涨沪深300指数人民币

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8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88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3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87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50% 4.60% 3.50%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32) 
现货价格 0.85% 1.50% 0.85% USD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理财

产品(HJBQQZXU17030) 
汇率 0.80% 1.20% 0.80%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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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理财

产品(BYQQZX17023) 
汇率 1.20% 5.40% 1.2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31 期

(AMZYBYRX2017031) 

现货价格 3.20% 5.00% 3.2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28 期

(AMZYBYRX2017028) 

指数 2.00% 8.00% 4.58%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28) 
现货价格 0.85% 1.45% 0.85% USD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77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50% 4.60% 3.5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78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30%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19 期看跌沪深 300 指数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9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79期看跌沪深300指数人民币

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80% 3.00% CNY 

薪加薪 16 号"(欧元兑美元

2017 年第 5 期) 
汇率 2.00% 4.50% 2.00% CNY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76 期

黄金期末看跌连续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6.00%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18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4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73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1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72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4.9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74期黄金到期宽幅波动人民币

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30% 3.0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24 期

(AMZYBYRX2017024) 

指数 2.00% 8.00% 4.25%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26 期

(AMZYBYRX2017026) 

期货 3.20% 5.00% 3.20%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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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17 期看跌沪深 300 指数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1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70期看跌沪深300指数人民币

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0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68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2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69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30% 3.00%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21) 
汇率 0.80% 1.20% 0.80% USD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BYQQZX17019) 
汇率 1.20% 5.40% 1.20% CNY 

"农银财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2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大众款 

现货价格 3.00% 5.00% 3.00% CNY 

"农银财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2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专属款 

现货价格 3.00% 5.0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66 期

黄金期末看涨连续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85% 3.85% CNY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67 期

黄金期末看跌连续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85%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16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3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65期黄金到期宽幅波动人民币

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30% 3.00% CNY 

平安财富结构类(100%保本挂

钩黄金)资产管理类2017年25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1.30% 8.40% 1.3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60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3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61期看跌沪深300指数人民币

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00% 3.00%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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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15 期看跌沪深 300 指数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0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59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2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56 期

黄金期末看涨连续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90% 3.37% CNY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57 期

黄金期末看跌连续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90%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14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3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55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20% 3.00%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17) 
汇率 0.80% 1.20% 0.80% USD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BYQQZX17017) 
汇率 1.20% 5.40% 1.20% CNY 

平安财富结构类(100%保本挂

钩黄金)资产管理类2017年20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1.30% 8.16% 2.12%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16) 
现货价格 0.85% 1.45% 0.85% USD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BYQQZX17015) 
汇率 1.20% 5.40% 1.2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51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8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52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0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54 期

沪深 300 指数期末看涨连续型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2.00% 6.70% 3.28%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53期看涨沪深300指数人民币

理财产品 

指数 3.00% 5.0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49 期

阶梯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6.00% 3.00%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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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12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2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50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15% 3.00% CNY 

平安财富结构类(100%保本挂

钩黄金)资产管理类 2017 年

015 期 

现货价格 0.50% 6.60% 0.50%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13) 
汇率 0.80% 1.20% 0.80% USD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BYQQZX17013) 
汇率 1.20% 5.40% 1.2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15 期

(AMZYBYRX2017015) 

基金 3.20% 5.00% 3.2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14 期

(AMZYBYRX2017014) 

指数 2.00% 8.00% 3.52%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13 期

(AMZYBYRX2017013) 

现货价格 3.20% 4.80% 3.20% CNY 

"海西·源泉"和悦系列人民币理

财产品20170208期(黄金看涨

型) 

期货 4.10% 5.15% 4.21%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43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8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46 期

沪深 300 指数期末看涨连续型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2.00% 6.70% 3.34%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44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9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41 期

阶梯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2.90% 5.85% 2.9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42期看涨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00%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10 期看涨黄金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1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40 期

阶梯看涨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2.90% 5.85% 3.55%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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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11) 
汇率 0.60% 1.10% 0.60% USD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BYQQZX17011) 
汇率 1.20% 5.20% 1.2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11 期

(AMZYBYRX2017011) 

期货 3.20% 5.00% 3.2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7 年第 9 期

(AMZYBYRX2017009) 

指数 2.00% 8.00% 3.74%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35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7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36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8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34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4.95%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08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5.05% 3.00% CNY 

"金钥匙·如意"2017 年第 30 期

看涨美元兑日元汇率人民币理

财产品 

汇率 2.00% 5.00% 2.10% CNY 

"海西·源泉"四海同心 A 款结构

性存款理财产品 20170118 期 
指数 3.00% 9.00% 5.19%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26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60%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06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4.8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9期沪深300指数到期窄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60%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04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4.80% 3.0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AMZYBYRX2017004) 
基金 3.20% 5.00% 3.2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AMZYBYRX2017003) 
指数 2.00% 8.00% 4.45%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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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03) 
汇率 0.80% 1.40% 0.80% USD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7001) 
汇率 0.80% 1.40% 0.80% USD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 年第

11期沪深300指数到期宽幅波

动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7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年第8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4.80% 3.00% CNY 

"农银私行·如意组合"2017 年

第 1002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

财产品 

现货价格 3.00% 4.90% 3.0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6 年第 72 期

(AMZYBYRX2016072) 

指数 2.00% 8.00% 4.76% CNY 

中银保本理财-"全球智选

"(HJBQQZXU16029) 
汇率 0.80% 1.20% 0.80% USD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7年第2

期沪深 300 指数到期宽幅波动

人民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65% 3.0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6 年第 65 期

(AMZYBYRX2016065) 

期货 3.00% 4.00% 3.0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6 年第 63 期

(AMZYBYRX2016063) 

指数 2.00% 7.00% 3.78%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6 年第

425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4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6 年第

417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2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6 年第

408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2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6 年第

400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2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6 年第

391 期看涨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2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6 年第

384 期看涨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现货价格 3.00% 4.20% 3.00%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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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6 年第 44 期

(AMZYBYRX2016044) 

现货价格 3.30% 3.60% 3.3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6 年第

381 期看跌沪深 300 指数人民

币理财产品 

指数 3.00% 4.10% 3.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6 年第

375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20% 3.00% CNY 

平安财富结构类(100%保本挂

钩黄金)资产管理类 2016 年

455 期 

现货价格 0.50% 6.00% 0.5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6 年第

367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3.00% 4.20% 3.00% CNY 

中银理财计划-搏弈睿选系列

理财 2016 年第 37 期

(AMZYBYRX2016037) 

基金 2.00% 6.60% 2.00% CNY 

"金钥匙·如意组合"2016 年第

357 期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

品 

现货价格 2.00% 4.80% 2.00% CNY 

中国民生银行挂钩基金结构性

存款 16028 号(私银定制) 
  0.00% 10.00% 0.35% CNY 

资料来源：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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