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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营收近30亿 中融信托业务发展持续向好

日前， 据多家上市公司公布旗下

信托公司的财务信息显示， 多数信托

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保持平稳增长。

受益于宏观经济企稳的影响，近年

来一直处于第一梯队的中融信托表现

不俗。 据经纬纺机

7

月

13

日晚间发布的

《关于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

务信息的公告》显示， 截至

2017

年

6

月

末，中融信托营业收入为

29.62

亿元，同

比增长

7.63%

；净利润为

10.75

亿元，同比

增长

1.7%

。

三大业务板块发展平稳

在格局稳定、 强手林立的金融行

业里， 中融信托的成长历程曾被看作

是一个奇迹。 一开始，它的年轻、敏捷

和成长速度， 给当时的信托行业带来

不小震动。然而，在每一次行业热点转

换中， 这个后起之秀一直都能踏准步

点， 人们逐渐对这家公司持久的行动

力表示出敬佩，持续增长的业绩、不断

进化的风险管理体系也为之赢得了更

多的认可和尊重。

近几年，中融信托的成绩单仍旧

非常亮眼。 据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

2016

年末， 中融信托合并管理资产

8584.72

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

67.96

亿元， 净资产

128.10

亿元， 净资本

113.28

亿元，净资本充足率

159.01%

，

净资本盈余

42.04

亿元，综合收益总额

为

27.63

亿元。 各项指标均处于行业的

前列。

作为积极转型、开拓进取的代表，中

融信托目前已由单纯的资金提供者转变

为综合性的金融服务商，在固定收益、股

权投资、 房地产及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

拥有较为成熟的投资经验和成果。

2017

年

1

月， 公司注册资本由

60

亿元增加至

80

亿元，注册资本排名跻身

行业前五。

2017

年

5

月，公司在信托业

协会组织的行业评级中获评

A

级。

据中融信托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7

年以来，中融信托以转型创新为核心，持

续调整并优化业务结构， 收缩传统融资

类业务， 围绕资本市场重点拓展业务，

公司业绩持续向好，业务收入及利润都

有所增长。

“从业务板块的发展情况来看，

2017

年里，公司同步推进传统业务与转

型业务， 强化重点项目复盘的管理思

维，及时总结业务经验和教训，巩固中

融财富内部建设，私募投行、资产管理、

财富管理等三大业务板块整体发展非

常平稳。 ”中融信托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中融信托私募

投行业务板块涵盖房地产融资、工商企

业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金融机构

合作、资产证券化、市场研究及投融资

咨询服务等；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重点

是围绕资本市场相关主体提供综合化

金融服务，包括定增、并购、

PE

、天使投

资和标准化证券投资等；财富管理业务

则定位于“产品

+

专业

+

服务”

,

在

30

个大

中城市设立了

56

个销售团队， 汇聚专

业财富管理精英近

900

人。

风险管控能力持续加强

业务的平稳发展离不开内部管理

的保驾护航。 为了进一步力促转型，中

融信托也在持续探索内部管理升级。

2017

年，中融信托以大运营管理思维重

组运营管理部门，成立运营管理中心。

“公司原有的投贷后管理组织架构，

是根据长期以来确立的融资类业务为主

的业务体系而建立起来的。自

2014

年转

型战略推进以来， 以股权投资为代表的

转型业务的规模逐步扩大， 对公司投贷

后运营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中融

信托相关人士指出。

运营管理中心成立后， 中融信托还

根据业务分类架构， 重新划分了业务体

系，形成以非房地产债权信托、房地产债

权信托、标品及其他信托、股权信托四大

类业务为核心的业务体系。 新成立的运

营管理中心将成为公司业务投、贷、后管

理的大平台。

“通过对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的体

系化、规范化管理，中融信托可以形成有

效的风险预警、 风险防控及风险处置机

制， 从而全面提升中后台部门对公司业

务发展的有效支持。 ”上述人士如是说。

在内部管理升级的基础上，中融信

托的风险管控能力也进一步得到加

强。 实际上，中融信托管理层一直秉持

“业务发展，风控至上”的管理思想，为

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付出不懈努力，

其特色风控在行业内一直被当做“风

向标”。

2017

年以来，中融信托对风险管控

人员、架构、制度、流程不断进行优化和

调整，以此推动和促进业务转型，有效防

控转型业务带来的风险。

如今， 在全部

68

家信托公司中，中

融信托的风险管理体系有着最多的部门

设置和人员配备， 是行业中风险管理人

员总数最多、 专业人员占比最大的信托

公司。

据了解， 中融信托风险管理条线包

括多个部门，涉及信用风险审查、合规风

险审查、法律风险审查、存续项目管理、

稽核审计等五个风控维度。

各条线风险管理部门根据业务类型

及流程分工合作，紧密配合，严格审查、

监督各类业务风险节点。

5年累计分配2000亿

2012～2016

年间，中融信托凭借“专

业性、市场化、高效率”的业务风格和创

新发展实现业绩增长的同时， 也为投资

人创造了丰厚的回报，

5

年间累计分配

信托收益超过

2000

亿元。因此收获了数

万名高净值人群、 上千家国内主流金融

机构客户的青睐， 合并资产管理规模超

过

8000

亿元。

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 中融信托还

推出了业内最大的直销品牌———中融财

富。 通过两年多的发展，中融信托财富中

心拥有四个销售大区、

56

个分部、近

900

名直销人员， 年销售规模超过

2000

亿

元。

2017

年，中融财富新设置了下设机

构客户部，旨在打造一支精干、专业的

机构营销团队，精准高效地为广大机构

客户提供优良服务， 不断提升中融财富

在高端理财市场上的专业形象。

2017

年

3

月， 中融信托还成功举办

了一场机构客户投资策略会。 来自政策

监管部门的领导、资管行业的杰出专家

以及中融信托的代表分别做了精彩的

演讲，与

300

多位参会嘉宾就大资管行

业时下的热门话题进行分享， 不仅对

货币政策、汇率等宏观基本面情况做出

了权威分析， 还在房地产、 固定收益及

ABS

、权益市场等具体投资领域进行了深

入探讨。

在中融信托看来， 当前信托公司的

竞争已经进入了比拼增值服务的时代，

因此其财富端定位于 “产品

+

专业

+

服

务”。 为了进一步加强客户体验，中融信

托还推出了异地视频面签系统； 增加电

话、网络、甚至是自媒体预约入口。 作为

国内信托行业首个“

95

”号段的电信服务

号，中融信托“

95037

”呼叫中心也将于近

期开通、使用。

也因为上述努力和成绩，在

2017

年

7

月

7

日举办的第十届中国优秀信托公

司评选活动中， 中融信托再次蝉联最高

奖项———“中国优秀信托公司奖”。 同时，

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获得肯定， 荣获

“

2017

年度优秀财富管理品牌”。

“获奖是对中融信托以往成绩的肯

定和鼓励， 也将成为督促中融信托人继

续前进的强劲动力。 ”上述中融信托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中融信托的未来更值得

期待。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