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型信托公司发展样本：厦门国际信托稳进远行的32年

作为厦门地区唯一的一家法人

信托公司，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

展至今，已稳进远行

32

年。

尤其自

2002

年重新登记以来，

厦门国际信托受托管理的信托资产

从最初的

6.34

亿元壮大至目前的

2800

多亿元，速度迅猛惊人又始终严

守风控合规要义。 在

32

年的正向循

环中，厦门国际信托的市场影响力与

品牌美誉度齐升，公司股东与广大客

户、乃至区域经济共赢，被业界称为

难能可贵的中型信托公司发展样本。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若要窥探

厦门国际信托稳进远行又创新进取

的

32

年，不妨从六大关键词入手。

三十有二 日益精进

厦门国际信托前身是成立于

1985

年

1

月的 “厦门经济特区财务

公司”， 曾经是厦门经济特区唯一的

对外筹资窗口。随着“一法两规”的颁

布，

2002

年，厦门国际信托成为全国

首批、全省首家获得重新登记的信托

公司，此后走上专业经营信托业务的

发展快车道。

2012

年底厦门国际信托完成股

权划转，成为厦门市属金控平台———

厦门金圆投资集团的重要一员。金圆

集团肩负着 “建设运营两岸金融中

心、丰富提升金融资产价值、开拓创

新产融投资模式、促进优化区域经济

发展”的重要使命，战略定位为金融牌

照齐全、投融资功能完善、产融协同发

展、 服务地方经济的综合类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平台。 为支持厦门国际信托

的发展， 股东方

2013

年、

2014

年先后

两次对公司增资，注册资本从

10

亿元

增加到

23

亿元， 净资产从

2012

年的

16.74

亿元增加到

2016

年底的超过

37

亿

元，公司资本实力大为增强。

近年来，厦门国际信托积极融入控

股股东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股东方战

略平台的协同效应，与银行、券商、资产

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各种形式的

合作。 公司不断增强自主管理能力，在

内控机制建设上，严格按照监管的合规

要求，坚持以“风险控制”为核心，通过

构筑前台监控、中台监督和后台评价的

三位一体内部控制体系，实现对自营业

务、 信托业务和其他业务的全业务、全

过程风险管理； 在业务发展方向上，坚

持差异化路线，持续创新，大力开展以

客户资产管理为核心的信托业务。厦门

国际信托目前已获得股指期货交易、固

有资产从事股权投资、银行不良资产证

券化受托人、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会员等业务资格，并开展特定目的资产

证券化、家族信托、公益信托等创新试

点。厦门国际信托正着力锻造资产与财

富管理品牌，逐步实现信托业务从平台

型为主向自主管理型为主的转变。

最新的一份成绩单是这样的———

截至

2016

年年末，厦门国际信托净资产

37.41

亿元， 净资本

31.36

亿元， 总资产

48.86

亿元， 管理的信托总资产达

2365.41

亿元。

2016

年厦门国际信托实

现收入总额

10.4

亿元，实现净利润

6.3

亿

元，年内上缴税收

1.88

亿元。

细细来看经营数据， 在

2016

年行

业

68

家信托公司人均净利润数据同比

有所下降的背景下， 厦门国际信托人均

创利从上一年度的

282.86

万元升至

316.66

万元， 达到业内第一梯队信托公

司人均创利水平。此外，凭借对自有资金

的出色运用， 厦门国际信托

2016

年斩

获

4.31

亿元投资收益，稳居行业前列。

立足厦门 守望海西

厦门国际信托成立之初即与日、

美、英等国三十余家银行及各国有银行

开展业务往来合作， 通过发行债券、贷

款、担保、境外筹资等方式支持厦门经

济特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发展，如发

行厦门高集海峡大桥、厦华电子、华夏

集团债券， 筹资支持高崎国际机场二

期、环岛路、五缘湾、嵩屿电厂、台商投

资区、新阳大桥与象屿保税区专用码头

等重点项目建设。 另外

,

厦门国际信托

创新业务模式，探索多元发展，其是厦

门市首家拥有沪深两所会员资格的金

融机构，厦门国际信托还作为主要发起

人筹建我国首批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的

南方基金， 合资成立新锐公募基金公

司———圆信永丰基金，参股申银万国证

券，入股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公司。

随着自身实力的逐步增强，公司确

立“立足厦门、辐射海西、面向全国”的发

展思路， 大力发展信托业务和固有资金

业务，已形成融资信托、证券投资信托、

股权投资信托、 财产权信托等成熟产品

条线，并构建以厦门为中心，覆盖全国主

要一、二线城市的业务布局。 近年来，公

司累计为基础设施、国有企业、战略新兴

产业和众多中小企业等提供超过

7000

亿元的融资支持， 近五年来累计为客户

创造收益

540

多亿元，由厦门国际信托

控股的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的优加生活基金在

2016

年股票型基金

收益率排名中位列第一， 为广大投资者

带来了安全稳定和可观的收益回报。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厦门国际信

托同样是金融同业不可多得的榜样。厦

门国际信托强调公益慈善活动的 “可持

续性”与“专项性”相结合，开展“慈善一

日捐”、重阳慰问老人、无偿献血等公益

活动。

2016

年公司与厦门市慈善总会、厦

门农商银行共同发起成立了福建省内首

只具有公募资格的公益信托， 并开展了

牛牛慈善音乐会募资、 公益信托慰问特

教学校、资助高考贫困学生等活动。 厦

门国际信托在第六届中国公益节评选

中获评“公益践行奖”和“公益项目奖”。

此外，厦门国际信托已连续五年获纳税

超亿元大户殊荣，为地方经济建设做出

突出贡献。

谋变布局 四大要点

强监管周期已然到来，信托公司直

面的大资管市场竞争压力有增无减。之

于厦门国际信托的应对策略亦能为机

构同业提供良好的借鉴意义。

“信托行业要抓住未来发展机会，

业务转型不可避免。基于理财市场发展

趋势的综合判断，我国信托业未来以私

募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为

重点方向转型发展已经基本形成共

识。 ”厦门国际信托总经理李自成直陈，

厦门国际信托将顺势而为，以创新为转

型驱动， 着力扩大主动管理业务比重，

主动谋求转型发展。

一是抓住创新业务方面的机会。第

一，深挖资本市场业务，资本市场将长

期向好，资产配置中股权类投资比重也

将不断提升，我们可以深度发掘资本市

场的业务潜力。 第二，开拓资产证券化

业务，我国资产证券化具有极为广阔的

发展空间，这方面厦门国际信托已成立

了投资银行部，在资产证券化方面进行

了积极探索。 第三，丰富财富管理业务，

信托制度在财富管理市场具有独特优

势，信托公司要从长远着眼，加快财富

管理业务布局。 比如厦门国际信托从

2016

年开始成立了家族信托项目，今后

将通过精确定位目标家族信托客户，为

客户提供定制化家族信托项目。

二是布局新经济领域。 目前传统商

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格局已经趋于定

型，但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新经

济领域，如新能源、新材料、健康产业、生

物医药、 高端军工机械等新兴产业还存

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厦门国际信托必

须抓住这一机遇，明确新的业务定位，寻

找相对比较成熟的、 风险不大的业务机

会，才能实现未来的加速发展。

三是成立专业子公司。 专业子公司

的运作有利于提高专业运作能力， 有助

于信托业务创新，隔离金融风险，提升客

户服务水平， 目前业界普遍探讨的包括

直接投资子公司、财富管理类的子公司、

互联网金融的子公司、 私募基金的子公

司、国际业务的子公司等。厦门国际信托

2016

年

1

月获得厦门银监局批准的固有

资产从事股权投资业务资格， 成为信托

业内较早拥有该业务资格的信托公司。

2017

年

6

月厦门国际信托又与厦门市担

保公司合资成立厦门景合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将为厦门国际信托在开展股权

投资业务及各类创新业务上提供便利。

四是把控好经营风险。金融机构经营

的核心其实就是经营风险。应该说厦门国

际信托成立以来，一直把风险管理摆在公

司经营的首要位置，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

已形成了自己稳健经营的风格。在厦门国

际信托未来的发展中将加强全面风险管

理

,

按照“架构清晰化、制度健全化、流程规

范化、队伍专业化、手段科学化”的要求持

续夯实风险管理基础，明确风险偏好和容

忍度，调整风险管理方式，完善风险报告

路线，严防信用风险，严控市场风险，严管

IT

风险， 严抓操作风险和案件风险防控，

严守风险底线。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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