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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村镇银行存款“失踪”背后

年内超80只基金产品离场 五成因为“迷你” 车险保费连增六个月后踩刹车

责编孟凡霞 编辑李海颜 美编张彬 责校池红云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北京商报2022.6.20

规模“预警”频现

多只产品发布规模“预警”。6月18日，大

成全球美元债债券（QDII）、国投瑞银顺恒纯

债债券、宝盈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新

华聚利债券、合煦智远消费主题股票型发起

式5只产品发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的提示性公告或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

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原因均是与基金规

模“迷你”有关。

例如，新华聚利债券已连续40个工作日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国投瑞银顺恒

纯债债券、宝盈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也已连续45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根据相关产品的基金合同约定，

若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

达到基金合同指定天数的，基金管理人应终

止基金合同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且无需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而合煦智远消费主题股票型发起式已是

在近期发布的第二次提示公告。据悉，该产品

的基金合同约定，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

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规模低于2亿元，

基金合同应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程序进行

清算并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方式延续。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

显示，截至一季度末，该产品的合并规模为

2285.61万元。

除上述产品外，6月以来还有易方达中

证全指建筑材料ETF、浦银安盛鑫锐混合、大

成月添利一个月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等多

只基金发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

提示性公告，原因均是与基金资产净值连续

多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清盘线这一原因

有关。

在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

长王红英看来，由于公募基金行业如今已高

度市场化，且市场竞争已经出现分层、结构化

等特点，因此，一些规模较大的基金或头部机

构在人才、投资策略等方面已有相对优势，从

而导致部分名不见经传的基金或中小型机

构旗下产品生存困难，甚至被市场淘汰。

超五成离场产品归因“迷你”

而在部分产品频频提示可能因规模过小

而导致清盘的同时，年内清盘基金的数量也

与日俱增。例如，鹏扬景颐混合就在6月18日

发布清算报告，导致该产品清盘的原因是由

于基金资产净值连续50个工作日低于5000

万元，触发自动清盘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现象并非个例。据东

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6月19日，6月

以来已有诺安纯债定开债券、嘉合消费升级

混合、银华MSCI中国A股ETF发起式等13只

产品清盘。

今年以来，则已有85只产品“黯然离

场”，其中有47只产品因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合同限制而导致清盘，占比达55.29%。而

2021年、2020年同期，因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合同限制而导致清盘的基金数量占比仅为

48.74%、45.61%。除上述原因外，年内还有部

分产品则是由于基金持有人大会同意终止，

或其他原因而导致清盘。

为什么因基金规模过小而清盘的现象

在近年来频发且比例不断攀升？申万研究所

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认为，由于基金管理的

成本通常会较高，如果基金规模过小，为保

证产品的运行，基金管理人需要投入一笔不

小的费用。同时，在部分产品业绩不佳、投资

者纷纷赎回的情况下，继续保留这一类产品

也需要花费不少费用去做产品宣传。综合各

种考量，这类产品清盘对基金管理人而言并

非坏事。

王红英也提到，优胜劣汰可以保持基金

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生态。同时，由于基

金清盘是严格按照基金合同进行的，因此对

投资者而言，损失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

了投资者的利益。

在财经评论员郭施亮看来，近年来，基金

扩容速度比较快，加之如今市场环境反复，导

致产品“洗牌”速度明显加快。在市场震荡阶

段，更考验基金资产管理能力、风险管理水

平。“迷你”基金的离场，或有利于提升优秀基

金管理者和竞争力。另外，在基金产品清盘加

速的背景下，也考验了投资者的基金筛选能

力，建议投资者尽量回避选择规模过小或相

对冷门的基金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李海媛

震荡市下，不仅新基金发行难，老基金也不好做。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仅6月18日，就有5只基金（份额合并计算，下

同）发布基金规模连续低于5000万元或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而在部分产品频频提示可能出现清

盘风险的背后，年内清盘基金的数量也与日俱增。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6月19日，6月以来已有13只基金清盘。若拉长

时间至年内来看，则已有超80只产品“黯然离场”，其中有超五成产品因规模过小而导致清盘。在业内人士看来，优胜劣

汰可以保持基金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生态，因此，这类产品清盘对基金管理人及投资者而言或并非坏事。

线上异地开立II类账户买入

在揽储能力方面，村镇银行往往与全国

大中型银行存在着不同量级的差异，但互联

网存款横空出世后，这一差距也被极大地收

缩，不少储户也正是通过这一方式购买了柘

城黄淮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禹州新

民生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这4家村

镇银行的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到，多

名储户的经历类似，均是通过第三方渠道购

入存款产品，且多为三年期或五年期，年利率

在4.8%左右，支持提前支取，支取后当年利息

变为活期。

从购买方式来看，储户首先通过第三方

平台推荐信息了解到相关产品，后通过第三

方平台进入村镇银行系统开立II类电子卡账

户，随即绑定他行的I类储蓄卡账户。在购买

过程中，储户需要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快

捷支付方式将存入的资金从绑定的他行I类

账户转入开通的II类村镇银行电子账户，然

后通过II类电子账户存入资金，利息到账后

再将资金从II类电子账户提现至绑定的I类

储蓄卡账户。

不过，在2021年1月15日，银保监会、央行

下发《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

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规定“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

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包括

但不限于由非自营网络平台提供营销宣传、

产品展示、信息传输、购买入口、利息补贴等

服务”。非自营互联网渠道受限也就意味着，

此前银行广泛依靠互联网平台进行“拉存款”

的方式被正式叫停。受访储户告知，在第三方

平台无法购买存款产品之后，有村镇银行在

派发利息的过程中通过短信告知储户，可在

银行的微信小程序上继续购买存款，部分储

户又选择此类方式继续进行买入操作。

而在今年4月，集中爆发了相关银行存款

无法提现的情况。针对个别村镇银行线上服

务渠道关闭问题，河南银保监局、河南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人6月18日表示，禹州新

民生等村镇银行线上交易系统被河南新财富

集团操控和利用的犯罪事实已初步查明，相

关资金情况正在排查。

根据多位储户向北京商报记者提供的支

付业务回单，其存入资金的收款方名称均为

涉事村镇银行。

线上交易系统被操控和利用是否会对储

户带来影响？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

悦分析称，非客户原因造成的损失应当由金

融机构承担相应的责任，涉事银行线上交易

系统被河南新财富集团操控和利用后，储户

存款被非法转出，储户存款无法取现，涉事银

行也无力赔付。涉事银行均投保了存款保险，

因此，如储户在涉事银行存款低于50万元，

且涉事银行出现“被接管”或“破产”的情形，

则可请求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全额进行

偿付；如储户在涉事银行存款超过50万元，

则超出部分将根据银行破产清算的结果按

比例受偿。

谈及储户资金安全问题，一位第三方平

台相关人士回应北京商报记者，第三方平台

上架的村镇银行存款产品都是属于引流合

作，所有用户的资金是从其名下的银行卡存

入至村镇银行，第三方平台不接触用户资金，

平台也从未对储户购买的存款产品进行额外

补贴。《通知》发布后，平台已按通知要求下架

了所有存款产品，并配合银行稳妥有序化解

存量。

线下掮客多级分销贴息拉存款

在河南村镇银行存款案件背后，除了线

上渠道购入产品这一方式之外，还有一类为

线下通过“阳光贴息”购入，贴息在行业中并

不是一个秘密，主要就是由掮客“出头”替银

行揽客拉人，帮银行弥补存款缺口。

“此次案件的背后是多级分销的贴息存

款问题。”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称，“一笔贴息

可能由几个掮客来做，层数不同拿到的利润

不同，基本上都是50天结算一次，利率在

4.5%-10%左右。”

贴息存款的流程一般为，有大额闲置资

金的储户需要先去村镇银行网点开立Ⅰ类账

户，或者通过微信小程序开立Ⅱ类账户，确保

大额资金的转入转出操作。假如存入100万

元，存入时间为50天，那么掮客会先向储户转

入约定好的50天利息，等待存款产品到期后

再将钱全部取出。

通过掮客吸收公众资金这一点也被监管

证实。5月20日，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

新闻通气会上表示，这几家村镇银行的大股

东河南新财富集团利用第三方平台或通过资

金掮客吸收公众资金，涉嫌违法犯罪，目前公

安机关正在侦查。

此类贴息存款业务存在哪些法律风险？

储户的权益应如何受到保障？在王德悦看

来，银保监会、央行于2018年6月8日发布的

《关于完善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管理有关事

项的通知》规定，银行不得通过返还现金或

有价证券、赠送实物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

款。因此，银行支付贴息揽储是央行及银行

业监管机构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涉事银行

在揽储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但相应违规行

为不影响储户与涉事银行之间储蓄存款合

同的有效性，具体司法实践中也可能对于收

取额外贴息的储户所收受的贴息进行扣减

或追回。

“还有一类补贴方式为7天通知存款贴

息。”一位储户介绍称，“大多数银行的7天通

知存款利率为1.1%，这些村镇银行贴息后的

存款利率为1.85%，比其他银行推出的存款产

品高很多。”

“当银行贴息揽储明显高于市场平均利

率时，储户应当提高警惕，理性区分是存款还

是理财。个人投资者在选择金融产品时，应充

分了解其中存在的风险，综合考量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产品合规性、金融机构规模及信用

等多种因素，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金融产

品。”王德悦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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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4月中旬至今，河南多家村镇银行“提现难”已

经发酵两个月之久，相关部门也已作出了最新回应，“部分

银行线上交易系统被河南新财富集团操控和利用”。“提现

难”的原因也开始逐渐清晰起来。6月19日，北京商报记者

调查发现，大部分储户都是通过银行自己开发的小程序或

第三方平台渠道购入存款产品，也有一些储户是通过线下

资金掮客渠道购入。存款“失踪”背后，储户的钱是如何流

入河南新财富集团的？存款资金安全如何保障？众多谜团

依旧待解。

北京商报讯（记者陈婷婷李秀梅）随着

保险业前4月保费收入出炉，备受市场关注

的车险保费情况也浮出水面。6月19日，北京

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历经了连续6个月正增

长后，车险保费在4月“刹了车”，单月车险保

费收入同比下滑4.2%。

在业内看来，4月财产险公司车险保费

负增长主要是受新车销量下滑影响。不过，

新车销量下滑对车险保费收入冲击较为有

限，今年车险保费规模有望进一步回升。

银保监会日前公布今年4月财产保险公

司经营情况。前4月，财产险公司累计实现原

保险保费收入5347亿元，同比增长7.94%。

其中，前4月机动车辆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为2604亿元，同比增长4.8%。但从单月数据

来看，2022年4月，财产险公司车险保费收入

为639亿元，同比下降4.2%。

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车险综

合改革到2021年9月满一周年，2021年10

月-2022年3月，财产险公司车险保费一直

处于正增长状态，在2月达到顶峰，增速为

12.44%。3月车险保费有所回落，但到了4月

竟然出现了负增长，结束了连续6个月正增

长的局面。

在业内人士看来，4月财产险公司车险

保费负增长主要是受新车产销量下滑影响。

如海通证券分析师孙婷在相关研报中分析

指出，4月车险保费增速负增长，主要是由于

在疫情等因素影响下，供应链受阻叠加消费

能力下降，导致4月汽车产销量大幅减少，从

而拖累车险保费增速。

据工信部公布的4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

情况，4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0.5万辆和

118.1万辆，环比分别下降46.2%和47.1%，同

比分别下降46.1%和47.6%，创下近十年以

来同期月度新低。

同时，在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

文中看来，4月车险保费下滑，除了受新车产

险量下滑影响外，应该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

击有一定关系。李文中分析表示，首先，对于

那些受疫情影响被隔离的车险消费者而

言，由于暂时不需要用车，车险到期之后有

可能未及时续保；其次，在疫情影响之下，

消费者减少了支出，有可能会减少购买车

险产品的种类。

自2020年9月实施车险综合改革以来，

财产险公司车险保费收入已经从2020年的

8245亿元下滑到了2021年的7773亿元。如

今，车险综合改革带来的车险保费负增长压

力已经逐渐被消化，车险综合改革满一年

后，车险保费此前已经连续6个月正增长。同

时，刺激汽车消费政策也不断落地。在多重

因素推动下，今年的车险市场是否有望恢复

车险综合改革前的8000亿元水平？

李文中预测，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国范围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只要国际形势

不发生大的变化，下半年国民经济和车市回

暖是可预期的，车险保费同比保持增长，且

增长速度高于前4月的平均增长速度也是大

概率事件。因此，全年保费收入恢复车险综

改前的8000亿元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东吴证券分析师团队等也在相关研报

中分析称，新车销量短期剧烈下滑系疫情影

响所致，递延了消费者真实购买需求，潜在

需求并未实际减少。同时刺激汽车消费的政

策红利持续释放，催化新车销售复苏，如近

期出台的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结合来看，

单月新车销量下滑四成对车险保费收入冲

击影响较为有限。

不过，虽然当前车险保费负增长的压力

正在被逐步消化，但车险综合改革也让险企

的承保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行业可能还

要面对承保亏损的压力。

未来，财险公司在提高车险承保盈利，

降低赔付成本方面还需要有哪些可以调整

之处？李文中建议，首先，财险公司需要进一

步加快保险科技在车险领域的应用，以提升

承保理赔工作的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其次，

需要加强打击车险欺诈，减少不必要的赔付

支出。

>>河南村镇银行“提现难”案件始末

4月18日-20日 >>

4家村镇银行陆续发布公告

表示，将对系统进行升级维

护，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将暂

停服务

5月18日 >>

●银保监会、央行：
4家村镇银行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

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

掮客等吸收公众资金

6月18日 >>

●许昌市警方：

河南新财富集团实控人涉嫌利用村

镇银行实施系列严重犯罪，公安机关

已依法冻结一批涉案资金、资产

●河南银保监局、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禹州新民生等村镇银行线上交易系统被

河南新财富集团操控和利用的犯罪事实

已初步查明，相关资金情况正在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