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银行私人银行

推出家族信托服务

面对家族资产管理与传承等综合化金融服

务的需求， 平安银行私人银行日前推出家族信

托服务。

据悉， 平安银行私人银行此次推出的家族

信托服务结合了本身所特有的三大优势： 开放

丰富的资源平台、专业安全的资产保障、综合高

端的服务体系， 致力于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从个

人、企业到家族的最终传承保障，使银行在客户

的资产传承中起到“管理者”、“监督者”和“风险

顾问”的作用。 （罗克关）

中航信托年斥资200万

用于公益慈善

昨日是中航信托成立

5

周年纪念日。 当日

上午，中航信托总经理姚江涛、党委书记余萌带

领公司总部

60

多名员工一起来到南昌

SOS

儿

童村，将价值

3

万余元的物品赠送给

SOS

儿童

村及其

12

个家庭。

截至

2014

年

9

月，中航信托累计发行信托

产品

1645

个、规模

5225

亿元。 同时，中航信托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平均每年投入近

200

万元

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和志愿者服务。 （杨卓卿）

央行调整存款口径 实际利率短期内料下降

余额宝及证券交易结算金纳入存款统计口径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梅菀

央行

387

号文（《关于存款口径

调整后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利率管理

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出台后

,

不

少研究机构表示， 该新规有望在短

期内导致实际利率下降， 但中长期

利率变化目前尚难判断。

对于

387

号文出台的目的，有

研究机构称， 主要在于释放银行信

用扩张空间， 为银行增加信贷额度

创造条件； 另有研究机构表示，

387

号文对存款口径的调整， 旨在为银

行“减压”，应对利率市场化加速后

存款结构的变化。

存贷比口径大幅放松

不论央行用意如何， 市场上较

为一致的观点是，

387

号文一出，势

必会导致存贷比计算口径放松。 不

过，银行会不会因为存贷比“松绑”

而主动加码放贷， 研究机构则不那

么乐观。

按照

387

号文要求， 从

2015

年

起， 存款类金融机构吸收的证券及交

易结算类存放、银行业非存款类存款、

特定目的受托人（

SPV

）存放、其他金

融机构存放以及境外金融机构存放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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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资金都将纳入存款统计口径。

对此，国泰君安研报表示，此举

意味着不仅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

基金协议存款纳入存贷比口径，部分

银行同业存放、 单位和个人证券交

易结算金也纳入存贷比的存款计算

口径，分母范围大幅拓宽，变相放松

和弱化存贷比约束， 尤其对存贷比

较高的股份制银行、 城商和农商等

中小银行，监管放松影响更为明显。

海通证券称， 央行调整存款统

计口径后， 商业银行存贷比平均降

幅将在

5%

， 其中兴业银行降幅最

高，可达

11%

。

存贷比放松后， 理论上具体能

释放多少信贷规模？国泰君安预计，

存款分母扩大将释放理论最大贷款

值

5.5

万亿左右， 但实际贷款投放

受制于经济下行和信用收缩。

10.3

万亿的同业存款扣掉

20%

的同业

贷款之后，再按照

75%

的存贷比测

算， 理论上可以释放

5.5

万亿左右

的最大贷款值（相当于新增

55%

的

贷款可投放额度），有利于缓解银行

存贷比约束。

不过，多数研究机构认为，即使

最大可以释放

5.5

万亿信贷规模，银

行的风控要求和资产质量压力仍将

制约信用扩张，很有可能出现“有了

额度，但也不一定会用完”的情况。

暂不缴准“很讨巧”

央行不降准而选择暂不缴

准， 这一招被多位业内人士称为

“很讨巧”。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

友表示， 货币宽松和强势美元导致

汇率贬值， 制约了央行货币宽松空

间，央行用巧招，将同业存款纳入一

般性存款， 理论上可以提高银行的

潜在放贷额度，达到货币放松、降低

融资成本的效果；与此同时，此前因

同业存款的缴准预期制约了银行间

市场银行融出资金的意愿， 导致资

金面紧张，此举一出，有助于资金利

率下行。

国泰君安也表示， 同业存款纳

入各项存款范围， 若缴准需要

3

次

至

4

次降准才能完全从总量上对

冲， 且难以从结构上在各银行间进

行精准对冲，操作复杂，因此暂不缴

准实为权宜之计。

至于未来是否会缴准？实际上，

387

号文说得很明确： 新纳入各项

存款口径的存款应计入存款准备金

交存范围， 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暂

定为零。

“同业暂不缴准，旨在避免对脆

弱的资金面形成进一步冲击， 但同

业迟早需要和存款一样上缴准备

金，否则监管套利问题无法解决。 ”

国信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钟正生

称，“只是上缴时机可能会选择在流

动性相对充裕的时刻， 甚至在全面

降准过后， 以避免对短期流动性造

成大冲击。 ”

一般性存款腾挪？

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讨巧”

就意味着可能会出现监管套利，银

行为逃避上缴存款准备金而将一般

性存款转化为同业存款， 这有悖央

行的初衷， 也是为何央行规定只是

暂不缴准的原因。

不少分析人士也表示， 短期内

由于成本过高， 银行并没有动力将

一般性存款移位同业存款。

对此，钟正生解释称，银行主要

有三个资金来源： 存款、 同业和理

财。与存款相比，同业劣势在于资金

成本高，优势在于不缴纳准备金。因

此，由于不缴纳准备金，相比一单位

存款，吸收一单位同业存款，在资产

端的收益率可以高出约

0.9%

。 那

么， 只要同业存款高于同期限存款

0.9%

就是可以接受的。

“当前一年期同业存单利率约

4.7%

，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约

3.3%

，利差达到

1.4%

。 ”钟正生说，

“这就意味着尽管同业具有不缴准

优势，但目前成本仍然太高，银行没

有动力主动将一般性存款转移为同

业存款。 ”

华创证券则表示， 一般性存款

相比同业存款要稳定， 从稳定性角

度考虑， 银行也要维持一般性存款

的规模。

融资成本短期料下降

“

387

号文可能导致银行对同

业存款的需求上升， 按照一般经济学

理论，同业存款的资金成本会提高。 ”

一家上市银行上海分行高管称， 以前

商业银行， 特别是小银行依靠关系存

款“冲量”的动力进一步降低。

而对于商业银行资产业务中最稳

定的资金来源的保险资金来说， 依赖

度可能大幅降低， 这意味着商业银行

一般存款的资金成本有望降低。 一位

分析人士称，“

387

号对银行、券商和信

托等金融机构存在一定利好， 但对保

险公司可能部分利空。 ”

“市场中各项无风险利率应该趋向

统一，央行

387

号文长期看，对融资成

本的实际影响如何尚难定论。 ”上述上

市银行上海分行高管说，此外，暂不明确

银监会对存贷比口径调整是否追认，新

纳入存款的存准率暂定为零的期限有

多长，政策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结合

11

月新增贷款规模较去年

同期大幅放量的情况看， 大多数接受

采访的研究机构人士均表示， 新政策

有望会导致融资成本短期内下降，但

长期内政策有效性如何，尚难判断。

如何理解并执行新版《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

《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之浅谈

新版 《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行

为准则》 通过对证券业从业人员服

务专业化和执业诚信化的要求，实

现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服务专业化要求， 是为了确保

投资者获得有价值的服务， 主要体

现在：

1.

要求从业人员取得相应的

从业资格， 执业注册并接受后续职

业培训等；

2.

要求从业人员依照业

务规范和职业标准为客户提供专业

服务， 为客户推荐合适的产品或服

务；

3.

倡导理性成熟的投资理念，不

违规向客户做出投资不受损失或保

证最低收益的承诺。

执业诚信化要求是为了确保从

业人员的执业行为不会损害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主要体现在：

1.

要求从业

人员诚信执业，不得从事内幕交易、虚

假陈述、 收受贿赂等扰乱证券市场的

行为；

2.

要求从业人员充分揭示产品

或服务涉及的责任、义务及风险；

3.

要

求从业人员公平对待所有客户；

4.

要

求从业人员保守客户的商业秘密及个

人隐私。（之三） （银河证券供稿）

中信证券

将增发15亿股H股

中信证券今日公告， 该公司将增发不超过

15

亿股

H

股。 该规模相当于发行前总股本的

13.62%

及发行后总股本的

11.98%

，发行前

H

股总

股本的

127.3%

及发行后

H

股总股本的

56.01%

。

本次

H

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其中约

70%

用

于资本中介业务的发展， 包括但不限于融资融

券、股权衍生品、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等

业务；约

20%

用于跨境业务发展及平台建设；约

10%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刘筱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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