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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赚不赔要打破
银行理财还要不要买？

自2016年12月5日正式开
通，一年来深港通运行平稳，截
至今年12月4日累计交易金额
1.29万亿元。在不少业界人士
看来，深港通有力提升了内地与
香港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服务
实体经济能力，沿着开放的道路
不断向前，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
值得期待。

深港通“一周岁”
交易日益活跃

去年 12 月“出生”的深港
通，正伴随着各方积极参与，不
断“成长”。统计数据显示，一年
来深港通累计交易金额1.29万
亿元，其中深股通交易金额
8821.41亿元，港股通交易金额
4126.35 亿元，近期深股通、港
股通日均交易金额分别较开通
时大幅提升。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深
港通开通以来，已成为连接两地
资本市场与投资者的重要纽
带。深市创新型上市公司已成
为独特的资产类别，受到境外投
资者认可，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
希望通过投资深市上市公司搭
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

双向开放的深港通，也为投
资者提供更多投资渠道。“深港
通开通后，大大提高了客户对海
外资产投资的关注度、参与度，
也帮助平安能提供更全面的投
资品种服务客户全球资产配置
的需求。”平安证券经纪业务事
业部客户经营中心董事总经理
张新年说，平安港股通交易客户
数较2016年增长了75%。

随着深港通交易日益活跃、
投资者参与度显著提高，深港通
对内地与香港市场的影响力逐
步增强。深交所统计数据显示，
深股通标的交易金额占深市A
股的比例由开通首月的0.28%提
升至最近一个月的1.35%，港股
通占比也由开通首月的 0.41%
上升至最近一个月的1.9%。

国信证券经纪事业部副总
裁徐敬耀说，深港通开通一年
来，南向资金与北向资金的不断
流动，更加有效地实现了两地资
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让上市
公司的价格评价体系更加趋于
合理。两地市场的互联互通，给
证券行业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

推动资本市场国际化
优化A股市场结构

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深港
通是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重
大实践，拓展了境外投资者参与

A股市场的通道和范围，扩大了
人民币资金的投资渠道，金融业
双向开放不断迈向新时代。

今年6月21日，A股被纳入
MSCI新兴市场指数，深股通持
股 市 值 规 模 从 宣 布 当 日 的
1001.53 亿 元 上 升 至 目 前 的
1862.79亿元，升幅86%，日均交
易金额也从6月份的38.29亿元
增至最近一个月的73.77亿元，
A股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开通一年，深港通呈跨境资
金净流入态势，显示出代表创新
创业经济的深市A股对海外投
资者的吸引力。截至 12 月 4
日，深股通累计净流入1487.63
亿 元 ，港 股 通 累 计 净 买 入
971.35 亿元，跨境资金净流入
516.28亿元。

在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示范
带动下，A股投资者结构进一步
优化。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深股通参与主体多为境外机构
投资者，以长期价值投资为主，
具有较强的引领示范作用，在推
动深市投资主体多元化和结构
优化的同时，传播价值投资理
念，引领市场健康发展。统计数
据显示，一年来，境外机构参与
了 748 次股东大会投票，涉及
314家深市上市公司。

张新年认为，深港通的开
通，一方面增加投资者的投资选
择，特别是让客户可以买到像腾
讯这样代表中国新经济而A股
没有的投资标的，另一方面港股
更加注重公司的基本面与价值
的研究，帮助内地投资者变得更
加成熟。

跨境资本机制逐步夯实
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

推动建立北向交易看穿式
监管机制、强化盘中实时监控、

“互动易”等制度安排提升跨境
资本服务能力……在深港通开
通背景下，深港两地监管部门不
断完善跨境资本服务机制，强化
跨境监管合作，为深港通保驾护
航的同时，也为未来资本市场开
创对外开放新局面积累经验。

深港通开通一周年以来，两
地证监会达成共识，推动建立北
向交易看穿式监管机制。同时，
两地监管部门强化盘中实时监
控，重点关注跨境操纵、中小市
值股票炒作、跨境资金流动等问
题，提升跨境违法违规线索发现
能力。统计数据显示，一年来，
两地互相提请调阅账户信息近
50次。

据新华社电

记账理财APP 好用但需小心用
便捷性广受年轻人青睐 部分APP暗藏泄密风险

记账理财APP日益多元化
走上工作岗位几年后，每

月的工资花得不太明白，李小
姐觉得要有一个记账的习惯，
于是，在同事的推荐下，开始在
记账理财APP上记账，用过之后
发现，在手机上可以随时随地
记账，非常方便。

市面上记账理财APP数量
很多，大数据分析公司易观日
前发布的记账理财APP移动市
场监测报告显示，排名靠前的
记账理财产品 APP，包括随手
记、51信用卡管家、卡牛信用卡
管家、挖财记账理财、口袋记
账、微记账、一笔记账等。

相较于投资理财，记账理
财用户更加注重资金管理与节
流，账单管理的便捷性与专业
性决定用户的应用选择。

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各记
账理财应用都以记账功能为核
心，再推出全面的理财管理覆
盖用户的资金运营。在日趋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各家记账理
财APP各显神通，深挖市场。据
易观统计数据显示，记账理财
应用中女性用户占比达70%，年
龄主要分布在24-35岁，用户普
遍具有较强的互联网适应力和
消费能力，消费转化潜力非常
高。针对用户群体，随手记作
为记账理财应用的龙头，围绕
专业服务，开发了很多满足相
应需求的创新产品，随手记首
创了拍照、分类、项目、模板等
记账功能，方便用户随时记账，
推出生意账、结婚账、宝宝账、
装修账等多场景化应用；51信
用卡管家新增了定期自动投标
功能，支持车贷、房贷账单，并
改版了理财模块，不断丰富理
财产品；卡牛信用卡管家新增
社保查询，为客户定制个性化
优惠，优化了客服服务，更加注

重客户体验。
排名靠前的记账理财 APP

增长迅猛，烧了很多钱、添加了
很多功能、更新了好多个版本，
可是如何证明自己的商业模式
具有可行性，流量变现则是最
紧要的课题。

依赖相对稳定、精准的流
量基础，目前记账理财APP纷纷
提供金融衍生服务来满足用户
多元化需求。易观认为，记账
理财作为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的专业性服务，外部环境对其
影响较小，记账理财行业中发
展增量用户还有空间，存量用
户的挖掘能够带来新的盈利增
长点。记账理财应用领域已进
入下半场，无论是从变现盈利
角度，还是从用户需求升级角
度来看，记账理财APP都需要不
断推出增值服务，才能获得更
高的用户粘性。记账便捷性或
是领域内下一个主要竞争点，
记账用户群体普遍希望节约时
间成本，关注记账操作难度和
复杂性，达到相同记账结果所
需操作的按键数越少越有竞争
优势。自动化记账并通过清晰
的图表呈现出资金流向是理想
的记账方式，第三方支付的发
展使自动化记账变得可行。

部分APP或存在三类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市面

上良莠不齐的记账理财APP，用
户的账户安全问题也不容忽
视。业内人士认为，一些规模
较大、信誉良好的记账理财
APP，理财产品较为可靠，但是
对一些规模较小的记账理财
APP 来说，由于部分记账理财
APP具有自动记账功能，自动记
录银行卡内资金变动，这种功
能确实为用户记账带来了便
利，但是可能会导致银行卡内
资金被盗刷，用户一定要提高

警惕。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近日

就提醒，部分记账理财APP可能
存在三类风险。

一是信息安全风险，部分记
账理财APP通过留存银行客户的
个人网银登录账号、密码等信
息，并模仿客户网银登录的方
式，获取账户交易明细及余额等
信息，进而向客户提供记账和理
财服务。此类记账理财APP界面
显示已支持添加多家银行网银
账户，但相关商业银行实际并未
与此类APP合作开展相关业务。
此类APP在其界面显示银行标
志，易使客户误认为是与银行合
作提供的服务而愿意向其提供
网银登录账号和密码。

二是个人隐私的暴露风
险，此类APP留存了大量的客户
网银登录信息，并可以自动获
取账户交易明细及余额等数
据，可能引发客户个人隐私和
相关信息泄露等问题。

三是引发资金盗刷风险，
此类APP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
不法分子还可以通过“撞库”等
方式获取客户银行卡支付密码
等其他金融信息，进而引发资
金盗刷风险。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表
示，日常消费的增长促进了个
人对自己资金收支明细产生了

“打理”的需求，不过这些如雨
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记账理财类
APP也是存在诸多风险的。向
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网银登录
账号和密码是有一定风险的，
也许一不留神，你的网银敏感
数据就这么泄露了，不仅银行
账户交易明细和余额等个人信
息有可能被泄露，还可能导致
银行卡被盗刷。因此，在注册
记账理财APP时，一定要认真阅
读注册协议的各项条款，以免
个人权益受损。

“这个月的钱都花
去哪儿了”，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一些便捷的
主打记账理财功能的
手机APP应运而生，传
统的记账模式在年轻
人手中变得越来越新
颖，不过专家提醒，市
面上记账理财APP良
莠不齐，部分记账理财
APP暗藏风险。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深港通“一周岁”
累计交易金额近1.3万亿元

部分记账理财APP可能存在三类风险。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