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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

成立财富管理旗舰店

国泰君安首家财富管理旗舰店日前揭幕，

将欧洲传统私人银行的管家式服务引入其中。

“依托国泰君安资本运作功底，我们决定沿

袭欧洲财富管理的模式， 打造有专注力的财富

管家团队，更专注于客户资产的保值增值。 ”国

泰君安副总裁顾颉表示。

这种欧洲传统私人银行的管家式服务，采用

以客户为中心的资产驱动激励机制，按照客户资

产规模，收取相应管理费。在这种机制下，投资顾

问没有销售业绩要求，能更专注于客户资产的保

值增值，专注于客户满意度。 （杨庆婉）

兴业信托获QDII牌照

近日， 兴业信托正式获得银监会批准开办

受托境外理财业务资格， 这标志着兴业信托将

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境外市场的投资产品与信托

服务，金融产品线进一步完善丰富。

信托公司自

2007

年正式获准进入合格境

内机构投资者（

QDII

）行列，截至目前共有

9

家

信托公司具有

QDII

业务资格。 随着我国社会财

富的不断增长， 高净值客户的全球性资产配置

需求日趋强烈， 同时境外经济发展和市场环境

逐渐复苏回暖， 受托境外理财市场呈现出广阔

的增长空间和业务机遇。

作为境外投资的有效工具， 信托公司开展

受托境外理财业务可以为机构客户与高净值客

户进行海外投资和资产配置， 使国内投资者能

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分散投资组合风险，

并分享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

根据监管要求， 兴业信托目前已专门设立

了国际业务部，并建立起有效的业务拓展、项目

运作、信息系统等配套机制，搭建了专业业务团

队和有效管理体系。

兴业信托相关负责人称， 此次获批受托境

外理财业务资格， 将极大提升公司对全球资本

市场投资的研究水平和金融资产的统筹配置能

力，进一步延伸信托服务链和产品链，推进业务

转型发展。 （刘雁）

交行行长彭纯：

争取混合所有制先行先试

交通银行昨日公布中期业绩， 该行上半年

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367.73

亿元， 同比增长

5.59%

；不良贷款率

1.13%

，相比去年年底上升

0.08

个百分点， 上半年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钢

贸以及浙江中小企业等领域。

对于市场关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交行行长

彭纯表示，将积极争取在金融体制改革和混合所

有制改革有关政策上先行先试，“交行已经具备

改革基因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基本特征。 ”

据悉，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治理结构、经营

管理、人事薪酬、市场化机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

权等多方面内容。 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

突破口，交行已成立信用卡中心、资管中心、市

场中心、贵金属中心、离岸中心、票据中心等事

业部制利润中心，投行、托管、私人银行等准事

业部制利润中心也相继挂牌， 在国有控股银行

中率先实施了大客户准事业部制改革。

交行在自贸区业务开展顺利，自贸区成立之

初，交行便有自贸区分行以及交银租赁子公司进

入，后者为首家入驻自贸区的金融租赁公司。 交

行副行长钱文挥在业绩说明会上透露，短短半年

时间，交银租赁自贸区子公司已拥有飞机

25

架，

轮船

18

艘，租赁资产超过

100

亿人民币。

今年

5

月份， 交行高管集体自掏腰包从二

级市场增持自家股票

56

万股，这在上市银行中

尚属首次。 （梅菀）

中民投入局 产融结合偏爱过剩产业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牛溪

首家国字号民营大型投资公司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昨日在

上海正式揭牌。

坐拥雄厚资本和金融全牌照，产

融结合将支撑中民投的业务主线。对

于中民投“染指”垄断性行业与布局

海外金融，业界抱有较高期待。

投行化产融结合

5

月就已成立的中民投注册资

本

500

亿元，

59

家民营龙头企业参

股，横跨机械制造、冶金、信息科技、

资产管理、 新能源、 电力等多个领

域，参股企业资产总额近万亿元。

中民投用“股权投资、股权投资

管理、商务咨询、财务咨询、实业投

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等常规词

汇来框定自身的经营范围， 但坐拥

雄厚资本和金融全牌照，“产融结

合”更能描绘中民投的触角所至。

目前， 中民投下设新能源、钢

铁、矿产物流、土地开发、物业、国际

通航、投行、长期股权投资、海外投

资并购九大板块。

“不仅仅是财务投资，而是国际

投行化运作， 我们会继续根据业务

板块增设子公司。 针对一些体量巨

大的行业， 会设立一个甚至几个公

司专营化运作； 甚至具体到一些大

型项目，都可能设立子公司，公司机

制灵活，决策效率也更高。 ”中民投

内部人士如此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中民投的“投行化”产业整合

运作，目前框定在了光伏、钢铁、

船舶三大领域。在一位深圳本土创

投人士看来，中民投之所以选择这

三大领域，是基于可行性考虑。 以

股东作为整合平台，可能受到政策

限制且存在利益输送的法律风险，

但在这三大领域， 涉及实力股东

也最少。

“这是目前国内最典型的三大

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周期长、回报率

偏低、政策性扶持资金不轻易介入，

还涉及地方政府利益， 要整合起来

难度不小。 ”该创投人士直言。

中民投似乎早有考虑， 表示将

会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如投

贷联动、股债联合、中介服务、不良

资产处置、资产管理等方式介入服

务对象的产业链运作。

剑指垄断行业

中民投的野心并不止步于产业

战略投资与金融杠杆运作。 公司表

示，将以财务投资方式逐步介入石

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

用事业等特许经营领域。

在多位受访人士看来，没有政

府在资源配置、门槛准入等方面的

政策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

业还是存在审批高门槛、高标准等

非市场因素的隐性阻挠。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

室主任曾刚认为，在国有企业和地

方政府负债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正是大型民营资本入局接盘的最

好时候。

“经济增速周期中，并购重组机

会也会增多，民营资本以灵活机制

和较短的决策链条，更符合市场期

待和运营规律。 这其实也是对国家

倡导的混合所有制的呼应，应该可

以得到配套性政策支持。 ”曾刚说。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

中心主任郭田勇则对中民投的“野

心”表示乐观。 他认为，按照国家倡

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思路，中民

投、民营银行等民营资本载体的设

立，都是国家要集合相对分散的社

会资本，财务性投资垄断行业是可

以预见的。

此外，中民投亦将眼光放到了

海外，公司表示将以中民欧洲资本

（伦敦）和中民国际（香港）为平台，

通过与境外金融机构深层次合作、

参与海外投资机会、引进国际知名

投资机构、推动成熟项目在境外上

市等，积极拓展海外投资市场。

对此，前述受访者均认为中民

投具有极大的机会。 郭田勇告诉记

者，国企投资受到国资委、地方政

府、行业主管部门的叠加管理，而这

些主管机构对海外并购项目的了解

程度不一，容易盲目干预；由于产权

清晰，权责明确，中民投这类社会资

本平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更能快

速优化决策。

囊括银行保险信托基金 华侨银行布齐内地金融牌照

证券时报记者 蔡恺

斥资约

50

亿美元收购香港永

亨银行， 华侨银行的高调收购吸引

了业界的目光。 这家来自新加坡的

外资行， 近年来通过一连串资本运

作， 低调完成了在中国金融全牌照

的布局，将银行、保险、信托、基金四

大金融牌照收入旗下。

配股募资33亿新元

近日在香港召开的记者会上，

华侨银行管理层表示， 永亨银行将

更名为华侨永亨银行， 标识也将与

华侨银行类似。 两行整合行动已经

开始， 华侨银行将在集团层面设立

整合的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

按照华侨银行规划， 在两行未

来的整合和发展上，将采取“互相学

习”策略。华侨银行集团首席执行官

钱乃骥表示， 永亨银行在中国珠三

角有广泛的网络， 且在中小企业贷

款方面有突出的经验和市场优势，

而华侨银行的网点主要在华东和华

北， 客户构成主要是大型企业。 因

此，两行将互相学习对方强项，并实

现优势产品的交叉销售。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对比在

华外资行， 永亨银行的网点数不算

突出， 但却在中小企业金融方面打

响了品牌，在深圳地区主推的“小东

主” 贷款曾被深圳银监局当做行业

典范。

随着收购要约的达成， 至

7

月

29

日，香港永亨银行已成为华侨银

行持有

97.52%

股权的附属公司。按

照香港法律规定， 华侨银行后续将

收购永亨的剩余股份并将后者从港

交所撤销上市地位， 预计这一过程

需

2

至

3

个月。

华侨银行还宣布将配股集资约

33

亿新加坡元（折合

26.5

亿美元），

目的在于为该行收购永亨之后补充

资本，加强财务实力。

收购这家香港家族银行并不轻

松， 华侨银行集团为收购永亨银行

花费了约

50

亿美元的支付代价，且

全部需以现金支付。实际上，补充资

本的行动已不是今年第一次， 华侨

银行早在今年

4

月和

6

月已分别发

行两笔次级债，共计

20

亿美元。

加强与宁波银行合作

华侨银行管理层还公布称，宁

波银行的定向增发方案上周五已获

得中国证监会通过， 华侨银行增持

宁波银行股份至

20%

的愿望即将

达成。

一位接近此项交易的知情人士

对记者表示， 宁波银行与华侨银行

的“中新联姻”称得上是美满，华侨

银行对宁波银行的管理团队十分信

任，几乎不曾干预银行管理，两行关系

十分融洽。

值得注意的是， 华侨银行在中国

内地的金融布局已具雏形

,

通过一系列

资本运作， 目前已拥有商业银行、保

险、信托和基金牌照。

其中， 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华侨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香港永亨银行和

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保险方面， 已拥有华侨银行子公

司大东方人寿保险和与重庆市地产集

团合资组建的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

信托方面， 华侨银行持有中航信托

20%

股份。 此外，去年

3

月华侨银行旗

下利安资金还与宁波银行合资设立了

永赢基金，利安资金占

10%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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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财富证券信托产品投资管理公司评级

投资管理公司名称 投资管理公司星级

重阳

★★★★★

中金

★★★★★

星石

★★★★★

汇利

★★★★★

信璞

★★★★★

惠理

★★★★★

淡水泉

★★★★★

景林

★★★★★

朱雀

★★★★

展博

★★★★

明曜

★★★★

云程泰

★★★★

新价值

★★★★

神农

★★★★

尚雅

★★★★

银杏

★★★★

东方港湾

★★★★

平安信托

★★★★

鼎锋

★★★★

丰煜

★★★★

平安财富证券类信托产品 2014年 8月榜单

数据截止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平安财富系列

最新累计净值

2014－7－31

产品综合排名 投资管理公司 证券信托产品星级

金御安远

１

号

１２２．９５

第一名 中金

★★★★★

投资精英之淡水泉

１５９．６６

第二名 淡水泉

★★★★★

投资精英之星石

１１８．３１

第三名 星石

★★★★★

投资精英之重阳

１５７．６２

第四名 重阳

★★★★★

金蕴

１６

期

（

银杏

）

１１３．８０

第五名 银杏

★★★★★

金蕴

２８

期

（

神农

）

１３０．６５

第六名 神农

★★★★★

金樽

１

期

９０．５７

第七名 平安信托

★★★★★

新价值成长一期

６４．９４

第八名 新价值

★★★★★

价值投资一期

２２７．８５

第九名 惠理

★★★★

金鹏

１

期

９５．７６

第十名 平安信托

★★★★

尊越

１

号

８７．７２

第十一名 平安信托

★★★★

投资精英之翼虎

１０８．６７

第十二名 翼虎

★★★★

投资精英之信璞

１０８．２６

第十三名 信璞

★★★★

证大价值一期

１６４．０９

第十四名 证大

★★★★

金蕴

５２

期

（

中欧瑞博

）

１０６．５９

第十五名 中欧瑞博

★★★★

投资精英之云程泰

１２０．０５

第十六名 云程泰

★★★★

东方港湾马拉松

１２４．９９

第十七名 东方港湾

★★★★

Ｌｉｇｈｔｈｏｒｓｅ

稳健成长

２６０．４２

第十八名 天马

★★★★

投资精英之朱雀

１２８．２０

第十九名 朱雀

★★★★

金蕴

６６

期

（

联创永泽

）

１０７．６３

第二十名 联创

★★★★

黄金组合

１

期

１

号

１２２．３３

第二十一名 平安信托

★★★★

丰煜一期

１２８．３７

第二十二名 丰煜

★★★★

前两期提到“选股，选股，再选

股” 和“关注明星基金” ，实际上就是

强调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重点关注

和选择以选股为优势的私募基金。 在

7月份的市场反弹中， 这一类产品的

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投资精英之重

阳单月上涨 11.57%，投资精英之淡水

泉上涨 9.25% ， 投资精英之信璞

8.55%，同期沪深 300 上涨 8.55%。 以

上这些产品主要得益于蓝筹股的反

弹， 其中包括部分周期股如银行地

产， 还有部分是低估值蓝筹如家电、

公用事业、电子等。 其他选股型的优

质产品如投资精英之汇利和明曜启

明 1 期则以配置医药生物和消费为

主， 该类股票由于去年已有较大涨

幅，今年的选股难度增加，产品业绩

表现相对缓慢，但这并不影响这类私

募在该领域继续挖掘优质股票，并通

过成长型股票特定的收益回报特点

获取较好的投资收益。

站在目前的时点上，无论是已经

参与了股票市场的投资者还是准备

参与的投资者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还可以入场吗？ 前期的市场表现是短

期的反弹，还是长期的反转？

平安信托宏观经济研究团队在

近期的经济观察里提到“从稳增长的

角度，政策需要对融资进行刺激。 对

市场而言，如果我们对政策取向的判

断正确，那么无风险、高等级利率将

出现较显著的下降，而截至目前 A 股

的回暖可能就不单是反映前期经济

的周期性回升， 而是带有反转的性

质” 。当然，这些情况发生的背景是有

序去杠杆继续推动， 地产温和调整。

相应地， 股票市场也并非百花齐放、

齐头并进， 无论是高成长还是低估

值， 板块轮动在今年会很难出现，传

统和非传统行业里都有产能过剩和

受去杠杆影响的“沙子” ，也会存在

发展稳健，同时又受惠于政策刺激的

“黄金” 。 不言而喻，近期表现较好的

股票里，有反弹，也有反转，分寸之

间，对于非专职的投资者来说是很难

把握的，唯有专业投资者。

平安信托长期致力于对专业投资

管理人的跟踪和评估， 我们的不仅专

职对相关投资团队进行频繁的走访和

调研，还通过产品业绩、团队合作、公

司治理等进行多方位的评估， 为客户

筛选到能够与客户的资产共成长的管

理人， 其管理的产品不仅仅是在几个

月或 1 年能够为客户带来较好收益回

报， 更是要通过长期的合作形成互利

共赢，一起成长为伟大的投资人。

除了上榜以来大部分情况下能

够在榜单四星及以上排名的重阳、淡

水泉、信璞、明曜、汇利、展博等平安

信托明星基金、新基金之外，值得关

注的还有平安特设的为客户培育未

来之星的金蕴系列里，业绩和公司管

理较为出色的神农、银杏、联创、中欧

瑞博等。

以上点评仅供参考使用

，

不作为

任何投资决策建议

。

注：

榜单评级范围为平安信托平台上所有证券

信托产品，星级越高，星数越多，评级越高。部分

产品（投资管理公司）因数据不充分或观察时

间不足，未达到评级数据要求，不参与评级。 4

星以下产品（投资管理公司）评级暂不公布。对

于同一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的完全复制型私募基

金产品， 仅保留了其中历史业绩最长或者最具

有代表性的一只基金产品。

榜单产品所代表的相关完全复制型基金产品

为：投资精英之淡水泉———淡水泉 2008、淡水泉

一至十期、 中国机会一至三期； 投资精英之武

当———武当二期；投资精英之朱雀———朱雀二期。

免责声明：

1、 本资料所引用数据均来源于公开渠道，

部分数据由平安信托交易资讯提供， 我公司力

求资料内容、引用数据的客观与公正，但不对所

引用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承诺及保证。

2、本资料仅作为平安信托客户服务参考信

息，其内容不构成任何要约、承诺、合同要件等，

亦不承担由此引发的任何法律责任。

3、本资料仅供阅读者参考，不构成对未来

收益的预测依据，也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 阅读

者根据本资料作出的投资决策及由此引发的任

何后果，概与本公司无关。

4、本资料版权归本公司所有。 未经本公司

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传送、发布、

复制本报告。 本公司保留对任何侵权行为和有

悖本资料原意的引用行为进行追究的权利。

“平安财富证券类信托产品排行榜”点评

榜单点评：反弹 or 反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