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深度调整理财结构 资管子公司全面对标公募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净值化转型已正式启动，但银行理财面临

的问题仍然不少，包括子公司投研人才储备、信

息技术（

IT

）基础设施建设、压降旧产品过程中

出现新产品无法完全承接的流动性平衡，以及

多元化新产品体系构筑、打破刚兑后用户教育

与留存等等。

日前，证券时报主办的“

2018

中国财富管

理高峰论坛”上，手握

5.72

万亿余额、市场占比

近

20%

的

4

家股份行资管部高管，对银行理财

在资管新规过渡期内的危与机进行了深度探

讨。 参会嘉宾的思考，对全行业有借鉴意义。

转型期遇三大棘手难题

压降同业理财与表内理财、调整表外理财

结构，是目前银行都在做的事情。 据了解，兴业

银行同业理财规模已剧降至不足千亿，招行更

是将同业理财规模压降至

0

。同时，光大银行和

招商银行的零售理财呈现大幅增长，目前光大

的零售端理财余额在整个理财占比已经超过

70%

。此外，表外理财也会在转型期内出现暂时

缩量，比如光大银行的表外理财就从超过

1

万

亿减少至一季末的

7000

多亿。

“从总体趋势上看，应客观看待表外理财的

增降，资管新规的出台对银行资管整体发展其

实是结构上的调整。 ”华夏银行资管部总经理

李岷在此次圆桌论坛上表示。

兴业银行资管部总经理顾卫平说，尽管目

前资管新规配套细则尚未出炉， 但银行已启动

转型。以兴业银行为例，行内存量资产正均衡压

降，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布局新产品，并提升客户

对新产品的接受程度。 “目前，部分风险偏好较

低的客户分流到结构性存款， 但除传统固收类

产品以外，我们还需开发各种策略型产品，包括

权益、混合、另类。 ”

光大银行资管部总经理潘东表达了类似观

点，称转型之际应尽快打造符合公募基金、资管

新规、银行理财监管相关规定的新产品体系。

此外，潘东认为，目前银行理财的转型难点

主要在三方面：

一是， 资金再平衡带来冲击：如果理财老

产品的压降速度大幅快于新产品的发行速度，

资金面就会受到冲击，从而影响银行理财，甚至

这种影响外溢至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

和外汇市场。

二是， 资产投资管理能力优势不足：银行

进入权益类市场、标准化市场这些不够擅长的

领域，相较于公募基金、券商资管并没有足够

优势。

三是，市场风险频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带

来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比如债市的违约潮等。

“银行理财的过往模式已被颠覆，银行资管

面临投研、风险控制、信息技术（

IT

）系统、人才

培养各个方面的问题。”招行资管部副总经理董

方说。他认为，转型后的银行资管如何把短期零

散资金汇集成为集合的中长期资金仍是核心问

题，这既需要银行资管在产品设计上、在投资上

做出变革， 同时也需要银行对投资者购买中长

期理财进行教育。

资管子公司对标公募

困顿在即，但银行对破局之道也有成熟思

考，子公司已经在招兵买马中。

李岷表示，银行资管子公司一方面需对标

公募招揽投研人才，另一方面需借助银行在私

募资产创设上的优势。

“各商业银行的对公客户都在几十万、上百

万规模，这些客户基本能覆盖所有行业的上下

游。 银行对这些对公客户的金融服务基本是全

生命周期的，从初创到成长、转型，提供了各种

流动贷款、供应链金融服务、股权投资项目以及并

购基金等。 商业银行若要在资产转型中进行资产

创设，就必须储备相应人才（如投研人才）和进行

金融科技布局。 ”李岷说，从品类筛选到交易策略

制定， 从产品募集到销售渠道， 还有中后台的清

算、核算、分红、估值和运维，银行应全流程逐步引

入金融科技。

潘东说，未来银行理财与公募基金竞争，最大的

差异在于机制。 “随着银行理财以独立法人化运

作，激励机制将更加灵活。我们应该借鉴公募基金

在人才激励、公司治理上的经验。我们光大银行在

春节前，第一家发广告招聘权益投资经理、基金会

计和人力资源。银行一定要做行动派。”顾卫平认为，

资产管理行业的优势体现在投研和渠道。 虽然通

过子公司运作，银行可以解决投资能力的问题，但

银行资管子公司还需考虑清楚自身定位： 到底是

做资管还是做财富管理， 做资管是做全能型的资

管还是做一些专业细分行业的资管。

而至于行业普遍关注的银行资管子公司如何

与基金子公司牌照错位发展的问题， 顾卫平说，两

个载体存在如下区别：第一，在客户层面，银行资管

子公司将主要满足银行体系客户，基金公司的客户

范围则更为宽广；第二，在大类资产配置层面，按照

资管新规，银行理财的投资范围更广。另外，资管牌

照有利于商业银行切入投行业务，可以更好地引导

权益类融资客户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

新规过渡期处置存量资产：券商资管摸石头过河

证券时报记者 杨庆婉

资管新规的细则尚未出台， 留给机构处理

存量资产的过渡期到

2020

年。

日前， 国内主动管理规模排名前

12

名中

的

5

家券商———华泰资管、中金公司、中信建

投、东方证券、中银国际证券的资管或财富管

理负责人，日前参加证券时报主办的“

2018

中

国财富管理高峰论坛”时，探讨了“资管新规

下， 券商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机遇与挑战”这

一话题。

华泰资管董事长崔春表示， 目前最大的难

点是在存量资产如何转换和解决。 券商实际上

具备主动管理优势， 提高主动管理能力不仅局

限于二级市场投资能力， 还包括未来如何在众

多资产中选择有价值的、现金流稳定的、具有前

景的稳定资产，然后进行定价。

中信建投证券资管行政负责人、 董事总经

理邱黎强则表示：“很多产品的改造还在探索

中，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浑水中往哪个方

向走还不明确。 ”

存量资产处理最难

资管新规的出台， 意味着整个资产管理行

业的生态和模式都将发生重构，不过，存量资产

处理的截止时间是

2020

年。

在此过渡期间， 如何处理存量资产以及进

行商业模式的转变？ 这成为券商资产管理和财

富管理的一大难题。

邱黎强戏称， 目前行业在浑水中摸着石头

过河。 他表示：“整个证券行业资管业务已在加

速转型：第一是摸着石头过河，刚刚下水的短时

间内，很多产品如何改造、如何结束还在探索之

中。第二还是浑水中摸索，往哪个方向走还不知

道。 证券行业传统的方向是股票市场、 债券市

场， 现在如何把资产管理的主动管理和我们客

户的财富管理需要结合起来， 理论上我们能做

的事情很多，空间非常大，但现在刚下水，往哪

个方向可能还不是太清楚。 ”

而东方证券总裁助理、 财富管理业务总部

总经理徐海宁表示， 资管新规给财富管理带来

的难题至少有以下两个：

一是，如何从资产端到客户端做到协同？更

专注基于客户的需求、诉求，选择和设计更好的

产品， 进而围绕此做好组织系统、 人力资源系

统、信息资源系统的构建。 其二，整个财富管理

商业模式的重构， 以前靠收取佣金提供服务或

提供通道的商业模式， 现在要转变成真正为客

户配置适当的产品， 让客户资产增值并且跟客

户共同分享由增值带来的经营成果， 这也是目

前面临的难点。

华泰资管董事长崔春表示， 目前最大的难

点是在存量资产如何转换和解决上， 尤其是原

来资管规模比较大的券商。 但同时也有很多机

会，资管行业统一标准、统一要求之后，大家都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竞争， 也给了各家机构施

展优势和特色产品的机会。

主动管理不局限于投资能力

去年上半年， 占券商资管规模八成的通道

业务， 在资管新规正式发布之前就已开始收

缩，未来回归主动管理无疑成为各大券商的一

致追求。 但对主动管理的理解和判断，则不尽

相同。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 资产管理板块总

经理曹阳表示：“券商资管有长期积累的团队和

投研能力， 能通过供应链金融找到一二级供应

商、降低成本，把全社会效率提高，在推动老产

品尽可能平滑转化之余， 也迎来一些新产

品———例如资产证券化

ABS

等新机遇。 ”

崔春则表示：“券商资管有一些特殊性，对

上市公司的研究和业务合作， 能够更好把握整

个产业链的资产，包括具备像

ABS

定价、资产

获取、资产创设以及风险定价的能力。券商还具

备在一级或者在更靠前端的方向， 打造产品的

主动管理能力。 ”

她进一步解释：“如何在众多资产中选择有

价值的、现金流稳定的、未来具有前景的稳定资

产，然后给出不同的定价，考验的就是券商的主

动管理能力。 ”

中金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 财富管理部负

责人吴波认为， 资管新规考验券商能不能应对

挑战、真正抓住机会做强做大，除了提高资管产

品收益率和主动管理能力之外， 更重要的挑战

是怎么提高客户体验。

“比如，高净值人群愿意选择招行，是因

为它多年来打造了品牌经营力等一整套的服

务体系，这是真正的护城河，我们需要向银行学

习。如何提升券商在大类配置研究、产品采选等

方面的优势，帮助终端客户提供更好体验，是一

大挑战。 ”

刚性兑付怎么破？

对不符合新规要求的存量资产整改中，刚

性兑付也在打破，各券商提高主动管理能力的

同时，普遍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管理投资

者预期。

曹阳表示：“对于市场上的信用风险，作为财

富管理公司，要尽可能去了解客户预期，选择相

匹配、相应合适的产品，建立机制避免销售人员

片面追求短期销售业绩；为了减少遇到债务违约

的黑天鹅，投资选择上要分散化、提供不同层级的

品种。 ”

吴波称， 财富端最害怕非标出问题，“对我们

来讲，第一是做好风险防范、产品尽调，尽可能把

风控这一关把严。 第二是尽量做资产组合，尽量不

要推单一项目的产品，要避免这种集中风险。 第三

是有风险要提前做好预案”。

崔春透露， 华泰资管研发了一套针对债券信

用风险的系统， 希望在这个模式下能够使信用评

级更加有成效，或者减少违约事件的发生概率。

徐海宁则表示，东方证券自

2013

年开始调整

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所有证券端分支机构不允许

快销金融产品， 从组织架构构建和风控完善上着

手，注重对投资者的教育。 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培

养出适应变化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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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过往理财模式已被颠覆，银行资管正面临

投研、风险控制、信息技术系统、人才培养各个方面

的挑战。 转型中的银行资管如何把短期零散资金汇集

成为集合的中长期资金仍是核心问题， 这既需要银行

业在产品设计和投资方面做出变革， 也需要银行业更

大力度向投资者推广中长期理财理念。

对不符合新规要求的存量资产，要打破刚性兑付。

券商提高主动管理能力的同时， 还要重视管理投资者

预期。

2018中国财富管理高峰论坛的“银行理财转型之路”圆桌论坛环节。 宋春雨/摄

2018中国财富管理高峰论坛的“资管新规下，券商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圆桌论坛环节。 宋春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