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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业务统一监管标准出炉

资管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明确刚兑机构惩戒措施，设置过渡期实施“新老划断”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备受关注的“大一统”资管监管规

定终于出炉。

11

月

17

日，央行等多部

委联合发布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

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并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近年来， 我国金融机构资管业务

快速发展， 规模不断攀升， 截至

2016

年末，包括银行理财、公募基金、证券

公司资管计划、 保险资管计划等在内

的资产管理产品余额超过

100

万亿

元。 资管行业的迅速发展在满足居民

财富管理和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同

时，也由于同类资管业务的监管规则和

标准不一致， 存在部分业务发展不规

范、监管套利、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

等问题。因此，《指导意见》的出台，旨在

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监管标准，有效防范

金融风险，促进资管行业良性发展。

中融信托常务副总裁游宇在接受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指导意

见》的出台具有正面积极意义，这是自

2012

年大资管行业发展拉开序幕后，

监管部门第一次对资管行业作出统一

监管规定， 有利于持牌金融机构更加

规范地发展。同时，《指导意见》体现了

原则性和灵活性， 针对资管业务的重

点问题统一标准规制， 但对不同类型

机构从事资管业务又采取灵活处理办

法， 由相应的金融监管部门出台资管

业务监管细则，不搞“一刀切”，照顾不

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特点。

《指导意见》共

29

条，按照产品类

型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实行公平的市

场准入和监管，在控制资管产品杠杆水

平、抑制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统一合

格投资者认定标准等方面设置具体标

准。 游宇表示，《指导意见》中相关标准

设定并未超预期，而是参考银行、信托

等成熟金融机构从事资管业务的经验

进行统一划定，符合市场主流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 为推动资管业务

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

《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对资管产品

实行净值化管理， 并首次明确刚性兑

付认定标准， 包括违反公允价值确定

净值原则对产品进行保本保收益，采

取滚动发行等方式使产品本金、 收益

在不同投资者之间发生转移， 自行筹

集资金偿付或者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代

为偿付等。 对刚性兑付的机构分别提

出惩戒措施： 存款类持牌金融机构足

额补缴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基金，

对非存款类持牌金融机构实施罚款等

行政处罚。

星石投资首席执行官杨玲认为，

新规明确刚性兑付认定标准， 要求对

资管产品实现净值化管理， 使得打破

刚性兑付的理念更具操作性。 实现净

值化管理后，对于投资者来说，银行理

财将不再是没有风险的投资品， 对于

销售机构来说，需要加强投资者教育，

提高风险和收益的匹配意识。 但值得

注意的是， 实践当中如何确定非标准

化资产的净值仍待细化的估值标准。

为推动资管产品向净值化方向发

展，《指导意见》 还规定封闭式资产管理

产品最短期限不得低于

90

天，投资非标

资产终止日不得晚于封闭式资产管理产

品的到期日或者开放式资产管理产品的

最近一次开放日。

“这意味着银行不能再通过滚动发

行超短期的理财产品投资长期资产，以

获取期限利差， 也不能通过开放式理财

产品间接实现 ‘短募长投’，

3

个月以下

的封闭式理财产品或从此消失， 这对银

行理财影响较大。 ”杨玲说。

此外，央行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为确

保《指导意见》有序实施，设置过渡期，按

照“新老划断”原则，允许存量产品自然

存续至所投资资产到期。过渡期内，金融

机构不得新增不符合《指导意见》规定的

资管产品净认购规模。过渡期为《指导意

见》发布实施后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过

渡期结束后， 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按照

《指导意见》进行全面规范，金融机构不

得再发行或续期违反规定的资管产品。

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

为何热情偏低？

证券时报记者 易永英

近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PPP）中心发布第 8 期季报，

公开了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

库相关信息。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9 月末，全国入库项目 14220 个，累计

投资额 17.8 万亿元。 可是仔细分析就

会发现，民间资本参与热情偏低的现

象明显。

根据明树数据跟踪统计，PPP 模

式自 2014 年开始大力推广以来，民营

企业中标 PPP 项目总投资规模占已

落地 PPP 项目总投资规模从 2015 年

12 月的 35.5%下滑到了今年 7 月份的

24.77%。 另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CESS)调查显示，关于 PPP 项目“真

正的民间资本参与热情很低” ， 企业

家同意的占 60.9% ， 不清楚的占

25.5%，不同意的占 13.6%。

PPP 模式作为公共基础设施中的

一种项目运作模式，本意是鼓励私营

企业、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

建设。 记者认为，PPP 项目收益偏低，

对地方政府履约的担心，以及合作模

式和采购模式的限制等或是民间资本

参与热情偏低的主要原因。

PPP 项目收益率一般为 6%~8%，

而民营企业 500 强分析报告显示，

2016 年民营企业 500 强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水平为 12.40%。 有的地方政府舍不

得把“含金量” 高、收益率高的“好” 项

目拿出来做 PPP， 还有一部分对民间资

本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的项目在

项目识别阶段徘徊，进度慢、落地率低。

资本具有逐利性， 这些项目自然难获民

间资本青睐。

地方政府契约意识欠缺，对“收益

共享、风险共担” 理念落实不到位也是

民间资本所担心的。 有的地方政府债务

压力大，支付能力相对不足，因而难以有

足够资金支付相应款项。 根据 CESS 调

查，对于“地方政府担保现象比较严重”

这一说法，企业家同意的占 42.9%，不清

楚的占 45.2%，不同意的只占 13.9%。 企

业除面临可能出现的兑现风险外， 也面

临着政策变更风险和换届风险等， 这会

让民间资本保持观望。

另外，当前 PPP 项目的合作模式和

采购方式强调投资、建设、运营全生命周

期服务能力的整合和投资能力考察先

行，相比实力雄厚的国企等力量，整体资

信能力偏弱的民营资本居于劣势。 在融

资方面， 民营企业尤其是非上市民企融

资成本较高，导致盈利空间压缩，再加上

PPP 项目周期动辄二三十年， 参与积极

性必然受到影响。

事实上，为了解决相关问题，去年

以来国务院及各部委出台了不少新举

措。 从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鼓励民

间资本参与 PPP 项目、降低企业经营成

本等多方面入手， 进一步提振民间投

资。 财政部昨日还发布通知，要严格新

项目入库标准，对构成违法违规举债担

保等项目将清退出库。 随着相关举措执

行到位，民间资本参与 PPP 项目的积极

性有望回升。

李克强：开展中巴物流网络合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1 月 17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拿马总统巴雷拉。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将“一带一路” 倡议同巴方发展战略相衔

接，深化互利合作，不仅为两国关系长期快速发展奠定基础，也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中国愿将自身作为世界货物贸易大国的优势同巴拿马作为

“世界桥梁”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开展物流网络合作。 抓住当前世界经济出现回暖、全球贸易有所回升带来的机遇，抢占市场先机，以互利共赢合作巩固两国友好交

往，为双方人民带来福祉。 新华社/文 中新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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