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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波动 市民不宜跟风换汇

专家建议可关注外币理财及避险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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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近期汇

率市场多变， 在这种情况下对市民的

“钱袋子”有何影响？ 据了解，汇率的上

下波动均属于正常情况，且大概率将维

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市民无需过分担

心。 业内人士指出，如果不是有出国、留

学等需求，并不宜跟风换汇。

市民不宜盲目跟风换汇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人民币汇率近

期的波动属于正常的波动，且汇率波动

对市民来说影响不大。 交通银行金融研

究中心研究员刘健告诉信息时报记者，

8 月 5 日， 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和离

岸汇率双双破“7”。 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下波动都属于正常的市场

波动，不宜过度关注具体的点位。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理财经理对

记者表示，近期外汇汇率的波动，对市

民短期内海外旅游、留学、购物的成本

将会提高，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 市民

如无海外旅游、留学等需要，没有必要

自主兑换外币。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诗强认

为，每年每个人换汇有额度限制，还有

手续费损失， 也不产生额外的利息收

入，因此换汇没有必要。 如果担心汇率

影响，也可以买纸黄金或者与黄金挂钩

的基金进行风险对冲。

“居民大部分资产是人民币资产，

而人民币的购买力长期保持稳定上升

趋势，在当前时点，不宜跟风换汇。 ”刘

健表示。

可关注外币理财及避险类资产

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艾亚

文建议，随着人民币汇率波动，银行外

币理财产品热度可能有所回升，或推高

外币理财产品收益率。 稳健型的投资者

可以多配置一些固收类的理财产品，适

当选择一些与外汇挂钩的股票基金、货

币基金或者中短期的外币银行理财产

品。 对于抗风险能力高的投资者来说，

面对汇率阶段性波动，可以关注一些挂

钩汇率的结构性理财产品，比如配置一

些外币理财产品中的美元理财产品等。

某股份行的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

人民币汇率波动可能对外币理财产品

的收益产生直接影响。 如该笔外币理财

最终需要兑换成人民币，则人民币汇率

贬值可能会让投资者兑换到更多人民

币，从而获得更多收益。

上述股份行的相关人士表示，汇率

的波动将导致风险类

（ 股票、商品）

的资

产会面临一定的调整， 而避险类资产

（ 债券、黄金、外汇）

将受到市场的青睐。

所以，投资于风险类资产的银行理财产

品在短期净值会有一定调整，而投资于

避险类资产的理财产品近期会有相对

不错的收益。

根据自身情况来规划配置

虽然避险类资产会更受欢迎，但资

产的配置比例仍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来

规划。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理财经理建

议， 根据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家

庭资产配置中，10%的资金是“要花的

钱”，主要用于短期消费，可以做灵活的

理财产品配置；20%的资金是“保命的

钱”，需要专款专用，用于意外重疾保障

配置；30%的资金是“生钱的钱”，可根据

个人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投资；40%的资

金是“保本升值的钱”， 可进行本金安

全、收益稳定的投资。

上述股份行的相关人士也建议，在

当前避险情绪浓厚的市场环境下，风险

类资产会面临较大的冲击，而避险类的

资产如国内债券、黄金、美元会受到市

场的青睐。 稳健型投资者可以将较高比

例的资产配置于债券或债券增强的产

品、与黄金或美元挂钩的产品以及与市

场相关性不高的量化对冲产品；适度降

低投资于股票与商品类的理财产品比

例。 至于配置比例，建议配置 10%股票

权益类资产，55%债券与固定收益类资

产，25%货币现金类资产以及 10%的另

类投资。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晶晶）

8月12日

晚间，天茂集团公告称，拟对其他6家股

东所持有的国华人寿股权进行吸收合

并，并出售其所持有的财险公司安盛天

平的全部股权。 交易完成后，天茂集团

将持有国华人寿100%的股权。业内人士

表示，天茂集团不出意外将更名为“国

华人寿”， 成为A股第六家保险上市公

司。

国华人寿将成全资子公司

天茂集团在公告中表示，拟通过向

控股子公司国华人寿其他全部少数股

东，包括海南凯益、上海博永伦、宁波汉

晟信、湖北宏泰、武汉地产以及江岸资

管，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结合其他多种支付方式，对国

华人寿实施吸收合并，具体交易方案待

进一步协商确定。

目前， 天茂集团持有国华人寿51%

的股份，为国华人寿的控股股东。 待交

易完成后， 天茂集团将持有国华人寿

100%的股份，成为其全资母公司。

在此之前， 天茂集团已经宣布，拟

将转让其持有的百科亨迪100%股权、天

茂化工100%股权及债券给予勇达圣，股

权作价5.7亿元， 债权作价1.89亿元，合

计7.59亿元。出售完成后，天茂集团不再

持有上述公司的股权。 而该公司也对外

表示不再从事医药和化工业务。 加上出

清安盛天平，天茂集团旗下的业务就只

剩下寿险业务。

放弃财险转向寿险

本次天茂集团也同时宣布，将出清

其所持有的安盛天平财险股份， 合计

7828.41万股， 同时其他5家中方股东也

将同时出清安盛天平的股份，5家企业

合计4.23亿股给予安盛。转让以后，安盛

将100%持股安盛天平，安盛天平将成为

全外资保险公司。

“对于安盛天平股权的出清， 这一

举措可以帮助其进一步回笼资金，以聚

焦主业。 ”某一业内分析人士指出。 此

前，天茂集团在披露对安盛天平的股权

出让方案时，曾表示预计可实现投资收

益约6.23亿元。

目前， 由于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免对股价造成影响， 天茂集团自8月

13日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

个交易日。“类似收购战略还是比较正

面的，预计复牌以后市场的反应也会相

对较好。 ”上述分析人士进一步表示。

刘益谦导演并购剧

“从天茂集团对国华人寿的投资，

就可说明其认可此类寿险业务，后续或

将强化。 目前，险资发展的政策环境相

对宽松， 后续对外的投资空间也在增

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值得关

注。 ”财经评论员严跃进表示。

根据天茂集团披露的国华人寿1-7

月保险统计数据，今年1-7月，国华人寿

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289.56亿元人

民币，同比下降2.97%。 而在近五年来，

该公司的年报均显示盈利，自2014年起

至2018年，该公司的盈利分别为14.27亿

元、16.49亿元、16.53亿元、27.33亿元以

及20.55亿元。

根据天茂集团2018年年报，刘益谦

及王薇夫妇， 通过直接及间接持股，持

有天茂集团66.15%的股权。 刘益谦是素

有“法人股大王”之称的上海滩资本大

佬，这次在保险领域的大动作引起业界

关注。

举报“闪付”盗刷

可获奖励1万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记

者从中国银联获悉，8 月 13 日，中

国银联针对闪付双免业务设立“盗

刷举报”奖励基金，鼓励持卡人积极

举报闪付双免业务盗刷的犯罪线

索，并联合公安部门、产业各方共同

严厉打击盗刷，打击犯罪。

据悉， 银联将对举报闪付双免

业务盗刷相关线索的个人或单位进

行核查， 如在银联卡未丢失的状态

下， 发生利用闪付双免业务功能盗

转账户资金， 并经公安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的，视为有效举报，举报个人

或单位将获得 1 万元的奖励。 银联

方面表示，银联将根据业务规则，对

违规收单机构进行严厉处置。

据银联的数据显示，目前，闪付

双免“隔空盗刷”比率控制在千万分

之二， 远远低于行业平均欺诈率的

万分之一点一六，仍是极端个例。

“维和医生”要归家？

诈骗新手法需防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记

者从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获悉，近

日一起假冒联合国派驻阿富汗维

和部队医生的电信诈骗案件被中国

银行广州海珠支行成功堵截， 客户

避免了 7 万元的损失。

据悉， 陈女士当天前往中行海

珠支行某网点办理跨行转账业务。

银行工作人员发现陈女士异常着

急，遂上前了解情况，陈女士坦言想

尽快将 7 万元转给运输公司驻广州

代理人在他行开立的私人账户。

原来陈女士在微信上认识了一

名自称是联合国派驻阿富汗维和部

队的医生， 此人自称在阿富汗随军

队收缴了部分黄金，现在希望与联

合国解除劳动合约并回国， 故将黄

金和劳动合约一同寄给陈女士，请

其代为签名， 并承诺将黄金作为报

酬答谢陈女士。 而如今寄送的包裹

被阿联酋海关扣押， 需缴纳非检查

许可费和反恐证书费用合计 1 万多

美元，为赎回货物，运输公司垫付了

1 万多美元。 现陈女士收到了运输

公司发来的转账邮件通知，通知里

明确待到账后， 装有黄金的包裹便

会寄达陈女士。 在银行办理业务期

间， 陈女士还不断收到催促汇款的

邮件通知。

银行工作人员初步判断陈女士

遭遇诈骗，多次劝阻后，陈女士仍坚

持办理汇款业务。 银行工作人员一

边拖延办理时间， 一边拨打 110 报

警。 在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劝说

下，陈女士恍然大悟，清醒意识到自

己遭遇到了诈骗， 于是马上终止业

务办理。

天茂集团拟吸收合并国华人寿

不出意外将成为A股第六家保险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