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保持多年惊人高速

增长后，信托业总资产终于

在去年年底突破10万亿元，

超越证券业、保险业和期货

业，成为仅排在银行之后的

第二大金融子行业，业界为

此一时欢呼。

今年三季度，信托业总

资产更是再创新高，创下了

13万亿元的新记录。 固然是

时代赋予了信托业这一成

长机遇，但具体支撑行业高

歌猛进的，是一个个信托公

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默

默耕耘和逐步前行。

中航信托就是快速成

长中的信托公司的中的一

员。成立于2009年12月18日

的中航信托，在起步晚于同

行的情况下看清了行业发

展态势，把握住了行业发展

机遇，迎头赶上，成功实现

“后发先至” ， 创下超过行

业平均水平的成长记录。

2011年9月， 中航信托

的受托资产规模首次突破

千亿元级别，接着不到一年

后，中航信托的信托资产又

突破两千亿元关口。 截至

2014年上半年，中航信托的

信托资产达到2538亿元，同

时各项经营指标都开始跻

身行业第一梯队。

五年发展：

信托黑马的逆袭

2014年7月， 中航信托在第七届中国

优秀信托公司评选中荣获“中国优秀信托

公司” 称号，成为其近年发展成就上的又

一个重要见证时刻，而这时距离中航信托

正式开业还不到五年时间。

在中航信托的快速成长历程中，强力

的股东背景是无法否认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航信托的前身是江西江南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2009年12月28日， 在经中国银监

会批准后， 这家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新加

坡）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等5家机构共同发

起设立的信托公司完成重新登记并正式

开业，注册地为江西南昌市。中航信托表

示，作为中航工业旗下重要的金融平台之

一，中航信托具有强大的股东背景和现实

资源优势，对促进业务发展和强化经营管

理提供支持。

尽管中航信托目前注册资本为16.86

亿元，业务领域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及实业投资三大领域，业务网点涵盖全国

13个省（市），但在2009年底，中航信托却

是一个面临诸多挑战的信托 “新兵” 。据

了解，国内的信托公司大多是在2002年前

就完成重新登记，许多公司都有多年的持

续经营记录， 具备了一定的业务基础。相

较之下，在2009年年底才开业的中航信托

注册资本只有3亿元， 是当时行业内注册

资本最小的信托公司，同时经验少、底子

薄，信托业务几乎要从零开始。

在这样条件下成立的小公司却抱有大

的发展愿景。成立之初，中航信托聘请中国

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为自己设计了

一个“三步走”战略，而往后的发展历程也

大致是踏着这“三步走”的节奏在进行。具

体而言，即2010年~2012�年为生存期，通过

增资扩股，提升市场份额，达到行业中游水

平；2013年~2015年为发展期， 进入行业内

前十五名；2016年进入品牌期，全面开展各

项业务，实现部分业务行业领先。

在这一战略规划下，中航信托确定了

自身的发展思路———“立足江西、 依托航

空、面向全国” ，开拓了有限合伙、BT、结

构化、基金化等一批投融资相结合的业务

模式，先后取得了一些经营成绩。在正式

开业后的第一年，中航信托实现营业收入

突破亿元， 受托资产规模余额为469.5亿

元；2011年，中航信托实现营业收入6.58亿

元，实现利润总额3.84亿元，受托资产规模

余额为781亿元。

2013年，公司全年实现信托业务收入

13.41亿元，行业排名第十一位，管理的信

托资产规模为2200亿元，在业界排名第十

七。 据了解， 中航信托成长5年来， 截至

2014年9月，累计发行信托产品1645个、规

模5225亿元； 累计到期清算信托项目711

个、规模2625亿元，到期清算项目全部实

现了预期收益，向信托投资受益人分配投

资收益逾400亿元， 累计缴纳各项税费逾

10亿元，忠实履行了作为受托人的神圣职

责，维护了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培育了

一批高净值客户。

在产品方面，中航信托现已经形成较

为丰富的产品线，信托产品投资范围涵盖

了证券、能源、基础设施、房地产、文化等

各个领域； 信托产品设计包括了股权投

资、债权融资、BT、有限合伙投资、应收账

款收益权、 产业基金等多元化的业务结

构，构建了包括不同风险收益配比、不同

期限结构的产品体系，以切合不同客户的

投资需求。

转型创新：

移山动海的决心

比起动辄50%的同比增幅， 信托业当

前20%资产规模增速显得有些放缓， 并且

这种平缓趋势还将可能延续下去———这

已经成为行业共识，也是信托人必须接受

和面对的行业“新常态” 。在日前举办的

信托业年会上，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表

示，这说明“信托业告别了疯狂年代，丢掉

了狂人日记，回到了人间正道，回归了理

性成长，更加成熟稳健了” 。

在这种新的行业形势下，信托业发展

过程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如兑付问题、同质

化竞争等，也越来越受到市场关注，信托

业“躺着都可以赚钱” 的行业状况已经逐

渐发生变化， 而随着未来分类监管的实

施，信托行业更是将真正逐渐步入优胜劣

汰时代。 杨家才表示，2014年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时期，信托业的竞争和发展

格局将面临深度调整，战略机遇与挑战并

存，信托公司要适应新常态，实现发展质

量和效益同步提升，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

大局，切实履行好“八项责任” 。

面对对于行业形势的新变化，进行转

型创新成为行业的必然之选，但包括中航

信托在内的一些敏感和具有忧患意识的

信托公司早就开始布局转型创新路径。据

了解，自2012年底开始，中航信托即在公

司内部开始掀起头脑风暴，重新审视公司

经营策略， 谋划业务提升与转型， 并于

2013年年中拟定了初步转型方案，在经过

长达半年的论证之后，于2013年末确定中

航信托转型方案。

在中航信托的一个内部总结会议上，

中航信托总经理姚江涛用“转型之箭已在

弦上，改革蓄势待发” 描述公司面临的形

势，并表示“我们深知转型发展可能面临

着许多艰难险阻，我们更应该相信，脚踏

实地山让路，持之以恒海可移” 。中航信托

自开业以来，就认识到通道类业务的不可

持续性，大力加强对主动管理业务的开发

与探索，在符合监管要求的条件下，发挥

创新能力，创新产品设计，积极开发新的

业务结构与模式，探索公司发展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

在该总结会议结束以后，中航信托将

2014年定位为“转型发展年” ，在公司内

部强调要以转型强内功、 以改革促发展，

实现以业务转型为重点，积极构建私募投

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三大核心业务体

系；以提升能力和改进管理为根本，努力

强化风险管控、提升专业化能力、改善发

展质量、推进精细化管理，以实现公司稳

定可持续发展。

在产品创新方面， 中航信托紧跟宏

观政策和市场变化， 充分运用信托制度

的优势，多领域服务于实体经济，并积极

推动公司业务拓展与转型； 同时在服务

方面，充分挖掘客户的需求，为核心客户

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金融解决方案，不

断加强平台、渠道的创新，致力于发展成

为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专业化的一流金

融服务商。

据中航信托相关负责人介绍，2014年

以来，中航信托以提升专业能力与主动管

理能力为核心，积极推进战略型、精细化、

规模化的业务合作模式与盈利模式，譬如

推出了与宜信、 厚泽合作的以信用贷、车

贷、 房贷为基础资产的消费金融信托产

品； 与中航通飞共同设立爱飞客产业基

金，共同为中航工业“爱飞客” 产业集群

提供金融支持；与建行各分行在养老金业

务方面开展全面业务合作等等。

社会责任：

感恩奉献的企业文化

作为企业公民，企业在履行法律义务

和经济义务的同时，还需要承担自身社会

责任、积极回馈社会，这已经成为现代企

业管理的基本理念之一。中航信托从创业

开始就重视社会责任工作，并一直积极践

行“感恩奉献”的企业文化。

据中航信托相关负责人表示，中航信

托在大力发展的同时， 不忘饮水思源，主

动回馈社会， 积极参与信托业协会工作，

列副会长单位，为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同时发起了“一对一助学” 、“蓝色

方舟” 、“我的航空梦” 等主题活动，用实

际行动将中航信托人的爱心汇聚成呵护

孩子梦想的阳光雨露，让中航信托萍乡希

望小学的孩子们健康成长、快乐生活。

在“十一五” 期间，中航信托帮扶赣

县江口镇安平村，先后投资50多万元为农

村兴建了教学面积达320平方米的希望小

学，每到六一节，公司都会为孩子们送去

大量学习、体育用品。同时，公司对“十二

五” 期间定点扶贫地区安福县洋门乡沛溪

村的帮扶计划也正在开展，先期援助资金

30万元参与建设该村的 “文化活动中

心” ，支持当地文化教育事业，今年又再次

投入资金资助当地发展特色产业“井冈柚

产业园” ，巩固定点扶贫长期效果。

不仅如此，中航信托人积极参与重大

民生项目的信托融资服务，正尝试发起公

益信托， 让慈善帮扶既具有可持续性，又

能真正的为民生改善创造坚实的物质条

件； 全力提供优质的信托产品和服务，为

委托人创造了更加的回报，使其资产保值

增值；倾心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始终牢记

培育自己这片红色土地，始终把回馈社会

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

公司还连续三年主办“中航信托新春

音乐会”为南昌市民带去高品质的视听盛

宴；与江西日报社合作开设“江西人文大

讲堂” ，旨在以宽广纵深的人文视野，建立

传播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文化平台；发

起“蓝色方舟” 更换课桌、我的航空梦、定

点帮扶等活动，捐助中航信托萍乡希望小

学的孩子们。

中航信托深刻明白，在现代企业发展

过程中，企业的逐利性和作为社会成员的

公利性之间需要管理者正确平衡，但企业

的基业长青愿景和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

之间不仅不矛盾、 反而是和谐统一的关

系。因此，中航信托自创立之初就强调，要

将感恩和奉献的文化因子融入企业文化

建设之中，用行动努力诠释这种企业文化

的内涵和要旨，中航信托也因此获得社会

各界认可，先后获得“江西省十大爱心企

业” 、“‘十一五’ 省直（属）定点扶贫先

进单位”等荣誉。 （CIS）

中航信托启航五周年：一匹信托黑马的奔腾之路

2014年7月1日，姚总获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

2014年中航信托荣获“中国优秀信托公司”

2013年1月18日，公司团委书记孙衠缜及志愿者代表，满载爱心前往萍乡市上

栗县鸡冠山乡中航信托希望小学开展"一对一助学"捐资助学活动

中航信托为萍乡上粟乡鸡冠山乡中心小学捐赠150张课桌

2013年4月26日，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中航信托团委与江西省银

监局团委、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团委共同开展"关爱星

星的孩子，托起明天的太阳"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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