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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成本和监管成本居高不下

数字化推动全球银行加速变革
日前，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最新发
布的两份金融业报告指出，受风险、监管和
合规成本上升及高额罚款冲击，全球银行
业绩效下滑；四项举措对银行优化风险管
理至关重要。而全球近一半公司银行的经
济利润呈下滑态势，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
全球公司银行加速变革。
全球银行业绩效下滑

《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在经历
了连续五年增长之后，2016年全球银行业
平均经济利润出现萎缩；不同地区经济利
润仍然存在显著差异。
BCG全球董事经理谭彦表示：“ 银行

绩效滑坡，主要归咎于竞争加剧、数字化颠 理、大中华区金融业务负责人何大勇指出：
覆、成本上升以及复杂形势，特别是全球和 “传统公司银行或面临极高的经济损失。未来
五年，我们预计这些新的数字平台和渠道将
当地持续不断的监管审查和政策变化。
上述报告认为，银行绩效滑坡，主要归 威胁到传统公司银行约 30％的业务收益。”
咎于竞争加剧、数字化颠覆、成本上升以及
复杂形势，特别是全球和当地持续不断的 数字化转型推动变革
监管审查和政策变化。
《2018年全球公司银行报告：利用数
该报告统计，过去两年，全球监管机构
平均每天出台的政策修订稳定在 200条 字化解码成功之路》报告称，一些公司银行
左右，是 2011年的 3倍之多。从 2009年 家正逐渐意识到目前的挑战。针对全球公
到 2017年末，监管机构针对银行违规行 司银行业高管对数字化的看法，BCG进行
为的累计罚款金额达 3450亿美元，较 了 2017年公司银行业高管定性调查。该调
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86％）表示，数字化
2016年末增加了 220亿美元。
此外，来自数字化的颠覆，也对全球银 将改变其业务的竞争格局和经济环境。只
行业造成冲击。BCG全球合伙人兼董事总经 有不到一半受访者（43％）表示他们拥有明

中国银行推出世界杯主题信用卡

2018年世界杯将于 6月 14日
至 7月 15日在俄罗斯举办，这场
四年一届的足球盛会又将点燃所
有球迷的热情。跟随着世界杯的脚
步，6月 4日，中国银行携手 VISA
国际卡组织推出了世界杯主题限
量版信用卡。据悉，该卡拥有专属
卡面设计，仅在世界杯期间限量发
行，极具珍藏价值，是热爱体育运动
年轻族群的不二选择。
Visa中国银行 FIFA世界杯主
题限量版信用卡是一款御玺等级的
产品，在世界杯期间申请可终身免年
费。该卡除具有存款有息、循环信用、
分期付款等金融功能外，还提供了更
多优惠权益，例如，客户可享受全面高
额出行保险、境外消费双倍积分、俄罗

斯当地酒店餐饮专属优惠权益等。
此外，2019年 3月 31日前，持
卡人每个自然月使用该限量版信用
卡在境外不限时段消费达 5笔，且
单笔满等值 600元人民币，即可随
机抽选 1笔，获得 6％返现奖励，每
个自然月最高返现可达等值 600
元人民币。而对于中国银行信用卡
新客户，还可获得首笔跨境交易单
笔满等值 600元人民币返现 60元
人民币，单笔满等值 1200元人民
币返现 120元人民币的首刷礼，每
月限前 5000名客户参加。
中行北京分行相关业务人员表
示，上述活动需要通过中国银行信
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或“缤纷生活”
APP报名参加。

中欧基金曹名长荣获“十五周年金牛杰出基金经理”

6月 8日，由中国证券报社举
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
选活动隆重举行，中欧基金曹名长
荣获“十五周年金牛杰出基金经理”
称号。曹名长拥有 21年证券从业
经验，经历多次牛熊周期，是公募基

金行业典型的“价值派”基金经理之
一。曹名长认为，从价值投资的角度
来看，短期赚的是市场波动的钱，而
长线只能赚公司业绩增长的钱，真
正的价值投资是以控制风险为前
提，同时取得长期绝对收益的投资。

投资是永不过期的“高考” 选对方式很重要

高考只有一次，而投资理财却
是人生中一场永不过期的“高
考”。目前理财方式有很多，有公
募基金、股票、保险、银行理财等。
其中，投资门槛最低、最适合大众
理财的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由
基金公司专业的投研团队进行管

理，且投资对象与投资类型具有
多样性，更适合不同需求的投资
者进行资产配置。长信基金秉承
一贯的价值投资理念，旗下权益
产品中长期业绩出色。长信基金
权益产品近三年、近五年平均回
报分别为 19.41％、118.81％。

物联网黄金时代已至 农银主题基金迎来布局良机

物联网黄金时代将至，投资者
要如何分享时代红利？农银汇理基
金经理韩林建议，可借道相关主题
基金布局物联网产业。目前市场上
已经出现不少以物联网为投资主
题的基金，其中农银汇理物联网主
题灵活配置混合基金相对业绩表

现较好。根据中证金牛金融研究中
心数据，农银汇理物联网混合基金
2016年 5月 4日成立，近一年回
报 10.8％。据悉，农银汇理物联网
主题基金股票资产占比 0％-95％，
该产品主要投资物联网主题相关
上市公司。

天弘基金：小白零基础投资 从指数基金起步

足球是一项零门槛的运动。在
投资的世界，也有一种投资品种同
足球一样零门槛入门、规则简单易
懂、适合全民参与，这个投资理财方
式便是指数基金。
很多基金公司为投资者提供了
非常便捷的购买渠道，比如天弘基

金早在 2015年开始就前瞻布局了
天弘指数基金系列，目前囊括了多
只指数基金，涵盖市场上主流的宽
基指数、行业和主题指数，基本覆盖
主板、中小板、周期性及非周期行
业、价值及成长风格，能满足投资者
多样化需求。

确的数字化战略。只有 19％的受访者认为
他们的组织具备市场领先的数字化能力。
BCG指出，大多数成功的数字转型计
划都建立在四大支柱上：第一，重塑客户旅
程，包括精简和缩短开户及贷款流程等；第
二，发掘数据的力量；第三，重新定义运营
模式；第四，建立数字化驱动组织。
此外，《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提出四
项举措，旨在帮助首席风险官（CRO）带领银
行重新走上正轨：实施战略计划，保障全面
监管合规；提升风险管理部门的知识和数
据能力，将风险管理变成一项竞争优势；推
动风险部门数字化；与监管科技和其他金
融科技公司合作，采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等颠覆性技术。 北京晨报记者 余雪菲

2018 年首都国企开放日走进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

北京银行科技创新 打造智能银行网点
“这里是北京银行智能银行，也是中关村
示范区内的首家智能银行”。6月 10日，在
2018年首都国企开放日的活动地点——
—北京
银行中关村分行，市民们亲身体验着网络时代
下新型银行网点带来的方便与快捷。
北京银行智能银行位于中关村示范区，空
间造型充满时尚、科技元素。功能分区上，除自
助设备创新性业务体验区，还集成了多媒体浏
览区、电子银行体验区、传统业务功能区等，引
入了个人征信自助查询机、远程柜员服务系
统、小微预授信平台、远程专家在线服务、全线
上个人贷款终端、信用卡积分现场兑礼、互动
智能理财终端以及自助理财多媒体终端等诸
多先进设备。
市民可以通过 VTM完成传统柜台上的
开卡、手机银行签约、网银签约等业务操作；通
过互动智能理财终端，了解本人资产状况、理
财需求，通过人机互动，获得专属资产配置建

议；通过信用卡积分兑礼机，刷取积分换得对
应礼品。客户还可通过机具，在线实现该行所
有信用卡的预申请，全面满足了市民百姓或小
微企业快捷化、个性化服务。
北京银行始终坚持理念革新，着力探索服
务创新，大力推动网点转型。智能银行的推出，
演绎了全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开启了“有智慧、
无边界”的金融生活新时代。 （余雪菲）

数据库

一周开放式基金回报排行

其他市场行情

股票型基金

人民币外汇牌价

（招商银行报价）

基金
简称

单位
净值

近一周
净值增长率

近6 月以来
净值增长率

中融国证钢铁
鹏华钢铁分级
新华策略精选
招商中证白酒
国泰智能汽车
华夏能源革新
易方达消费行
广发资源优选
嘉实价值精选
汇添富新兴消

0.8130
0.9510
1.1840
1.3400
1.0150
1.0330
2.5550
1.0032
1.0505
1.0830

3.96%
3.93%
3.23%
2.60%
2.53%
2.48%
2.20%
2.13%
1.61%
1.50%

-9.55%
-7.94%
11.49%
22.47%
1.40%
-6.68%
14.47%
--4.93%
-5.41%

（工商银行报价）

贵金属价格

债券型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泰 A
景顺长城景泰 C
华商稳健双利 A
华商稳健双利 C
华商可转债债 A
华商可转债债 C
交银强化回报 A
交银强化回报 C
华商稳定增利
交银定期支付

交易币种 卖出价位 现汇买入价 现钞买入价
英镑
859.0600 852.2200 825.2600
欧元
755.1000 749.0800 725.3900
瑞士法郎 650.9700 645.7900 625.3600
美元
642.0000 639.2500 634.0000
加拿大元 493.6400 489.7000 474.2200
澳大利亚元 486.5900 482.7100 467.4400
新加坡元 480.9400 477.1000 462.0100
港币
81.7600 81.4400 80.8700
日元
5.8097 5.7635 5.5812
计算截止日期：2018 年 6 月 13 日 12：20

单位净值
1.1609
1.1672
1.3980
1.3580
0.9457
0.9491
1.0110
1.0010
1.2550
1.3710

近1周
10.70%
10.69%
1.38%
1.34%
1.29%
1.27%
1.20%
1.11%
1.05%
1.03%

近6月
12.56%
12.76%
-6.55%
-6.79%
----0.10%
-0.30%
-2.49%
-0.15%

计算截止日期：2018 年 6 月 13 日

品种
人民币账户黄金
人民币账户白银
人民币账户铂金
人民币账户钯金
美元账户黄金
美元账户白银
美元账户铂金
美元账户钯金

银行买入价
266.58
3.456
183.53
209.06
1294.525
16.7700
891.0000
1015.000

银行卖出价
266.98
3.472
185.93
211.46
1296.325
16.8700
903.0000
1027.000

中间价
266.78
3.464
184.73
210.26
1295.425
16.8200
897.0000
1021.000

计算截止日期：2018 年 6 月 13 日 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