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中国信托业发展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证券时报记者 王莹

6

月

27

日， 由证券时报主办的

“

2018

中国信托业发展高峰论坛”在

深圳成功举办。 该论坛已走过

11

个

年头。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最新数据，

截至今年一季度，信托业的资产规模

已达

25.6

万亿元， 平均每家信托公

司管理的规模达到

3700

亿元， 信托

行业利润总额

1677

亿元， 同比上升

了

8%

， 行业已连续第四个季度保持

了增长。

信托业在取得骄人业绩的同时也

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信托业资产规

模两年内首次下降， 今年一季度信托

的资产规模同比下降了

2.41%

； 事务

管理类信托规模大幅减少

5000

亿元，

这也是三年内首次出现下滑。此外，集

合资金的信托占比上升

1

个百分点，

达到

38.7%

。此外，部分信托产品的违

约风险也在加大。

证券时报领导在论坛致辞时表

示，作为金融业第二支柱，信托业在过

去的一年积极转型，业绩卓越

,

信托业

盈利能力也水涨船高。

从去年开始， 信托公司积极响应

监管政策，主动降杠杆、去通道、降低

资产规模、增加集合信托业务等，正是

这种主动积极的风险管控才使信托行

业避免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保持了行

业的公信力， 使信托公司继续成为投

资市场最重要的力量。

“资管新规”出台后，行业监管的

主基调变为去通道去多层嵌套、 规范

非标投资、打破刚兑。这对以非标业务

为主的信托公司是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

近期债市违约频繁爆发， 已牵连到一些

风控有缺憾的信托公司。

在国内外多变的经济形势下， 世界

银行最近发布报告称， 全球经济前景仍

然存在较大下行风险。 金融市场的无序

波动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加大了

投资风险。 那些在资本市场有大量权益

类投资业务的信托公司压力陡增。 这也

意味着信托公司在未来的日子里要加强

风控、规范经营、重视研究，未雨绸缪。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文海兴在论坛上以 《信托登记进入新时

代 助力信托行业实现新发展》为题作了

主题演讲。

华能信托总经理金志培以 《如何打

造信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为题作了主

题演讲。

主题演讲环节后，粤财信托董事长

陈彦卿、四川信托总裁刘景峰、中航信

托总经理余萌、浙金信托总经理战伟宏

及紫金信托总经理刘燕松在圆桌论坛

环节分别围绕“资管新规对信托业务实

际影响”、“打破刚性兑付”、“通道业务

的新变化”、“资金荒下的财富端布局”

及“

2018

年的发展战略”等议题展开热

烈讨论。 同日，第十一届中国优秀信托

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亦成功举行，

6

项综

合奖、

7

项产品奖及

2

项人物奖的榜单

正式公布。

作为中国银保监会指定的信托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一直关注并致力

于推动中国信托业的发展。 每年举办的

“中国信托业发展高峰论坛”，也已成为

行业探索转型发展、金融机构间业务对

接和交流的最佳平台。

探索开拓，锐意进取

华宝证券荣获2018中国财富管理机构君鼎奖

6

月

27

日，在由证券时报主办的“

2018

中国财富管理

机构君鼎奖”评选活动中，华宝证券同时荣获券商类“

2018

十大创新资管产品君鼎奖”和“

2018

中国量化投资团队君

鼎奖”。

作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旗下的证券公司， 华宝证券自成

立以来始终秉承股东严谨、稳健、诚信的作风，同时坚持开拓

创新、锐意进取的发展理念，不断探索、打造属于自己的业务

特色和优势。

近年来，华宝证券在量化业务服务体系、金融产品研究设

计、互联网金融等方面已形成了鲜明的行业领先优势，并致力

于成为在

2～3

个主要业务领域具有鲜明业务特色和核心竞

争力的证券公司。

建立并巩固

量化领域特色优势

华宝证券拥有在国内券商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专业量化业

务服务体系，全力为量化专业机构提供经纪业务服务、运营支

持和母基金（

FoHF

）服务，先后荣获多个专业奖项。 同时，公司

在对冲基金产品遴选、资产配置、创新固收投研等方面也建立

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公司“华优一号”对冲基金母基金产品曾

荣获证券时报“

2015

年中国最佳资管创新产品”奖，公司曾荣

获证券时报

2017

中国财富管理机构评选“中国资产管理券商

君鼎奖”。

在本届中国财富管理机构君鼎奖评选活动中， 华宝证券

再次从众多参评机构中脱颖而出，同时荣膺“

2018

十大创新

资管产品”和“

2018

中国量化投资团队”两项君鼎奖，这是评

委和市场对华宝证券在资产管理和量化投资方面探索创新的

又一次肯定。

目前，华宝证券在量化投资主动资产管理领域已形成

了自身优势， 公司专注打造的华芮量化系列产品在

2017

年业绩突出，其中华芮中证

800

指数增强一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产品捧得本届 “

2018

十大创新资管产品君鼎奖”。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源于华宝证券拥有一支专业性强、富

有活力的创新型量化投资团队。 自组建以来，团队始终致

力于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应用到量化投资体系

中，以追求“稳定的复利增长”为宗旨，通过大数据挖掘，建

立多策略复合交易模型，实现交易自动化，在主动管理领

域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力求以专业优质的服务为客户实现

资产增值。

2017

年，该团队主要运作的两项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均取得突出业绩，并借此荣获“

2018

中国量化投资团

队君鼎奖”。

积极探索

金融互联网业务创新发展

华宝证券积极探索金融互联网业务创新发展，自主开发

的电商平台全力打造极致用户体验的金融交易平台，建立完

整的金融生态系统，提供专享、互动式账户管理和投资咨询

服务。

同时， 华宝证券电商平台基于在量化交易服务领域多

年积累的宝贵经验， 根据金融客户需求， 以金融服务为核

心，围绕“智能交易，智选理财”理念，致力于简化系统和流

程，自主创新研发出智能股票交易软件“华宝智投”。 这是

一款真正意义上实现智能交易和云端盯盘的炒股软件，力

求挖掘股民真实诉求痛点， 成为股民 “最简单实用的炒股

工具”。

在探索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发展的路上， 华宝证券不

断对“华宝智投”进行打磨升级和创新完善。目前，该软件已

可为投资者提供证券交易、智选理财、在线投顾、大数据等

服务，让投资者享受到一站式炒股及理财服务，真正体验到

智能交易。

经过几年耕耘， 华宝证券现已在上述细分领域取得领先

地位，并在证券时报主办的

2016

年中国最佳财富机构评选中

荣获“最佳互联网证券公司”奖。

（CIS）

中国信登董事长文海兴：信托登记进入新时代

证券时报记者 杨卓卿

在由证券时报主办的“

2018

中国

信托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信托登

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文海兴以 《信

托登记进入新时代 助力信托行业实

现新发展》为题发表演讲。

文海兴表示， 自

2016

年底成立开

始，中国信登以市场化方式运作，坚持

依法合规和稳健经营的原则，积极打造

信托产品及其信托受益权登记与信息

统计平台、信托产品发行与交易平台及

信托业监管信息服务平台等三大平台，

忠实履行监管部门赋予的信托登记和

其他相关职能。 同时，中国信登也承担

了五大服务使命———服务行业、服务监

管、服务投资者、服务经济、服务社会。

“

2017

年下半年，银监会（现银保监会）

相继发布《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

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 对信托登记

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 ”他说。

文海兴表示， 信托登记有望步入

全登记时代， 全部信托数据将获取身

份证明。

2017

年

9

月，中国信登开始全面提

供信托登记服务， 实现信托产品及其受

益权登记信息的预登记、初始登记、变更

登记、终止登记、更正登记功能以及集合

信托产品公示的功能。截至

2018

年

5

月

末， 全国各信托公司报送各类信托登记

已累计超过

4.6

万多笔， 在中国信登官

网累计公示的集合信托产品有

4000

多

笔。此外，中国信登于今年

1

月末正式启

动补办信托登记。 伴随全行业信托产品

全部获取登记身份，“全登”时代来临。

文海兴称，全国统一的信托登记平台

搭建完成后，信托行业可以实现新发展。

对于服务行业而言，“全登” 时代将

带来多重优势。第一，进一步提升了信托

产品的公信力与信托行业整体声誉；第

二， 令信托产品的管理环节变得更为规

范、透明；第三，“全登”时代助力信托行

业的业务创新；第四，助力信托业打破刚

兑，进一步回归本源。

对于服务投资者而言，“全登” 时代

将信托公司及其信托产品置于阳光下，

每个信托产品获得唯一有效的产品编

码， 为辨析合法的信托机构和产品提供

了条件， 也极大方便了各类机构进行评

价。 便于投资者对产品进行辨识与必要

的选择，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对于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对

信托产品受益权进行登记进而公示或由

登记公司出具独立的第三方证明， 通过

未来信托财产登记工作的服务探索推进

助力实现委托人合法信托财产的独立

性，为未来的信托财产登记奠定基础，同

时为未来基于信托登记的产品发行、交

易流转创造了条件， 将逐步推进统一有

效的信托市场的形成。

文海兴表示，中国信登的成立标志着

我国以监管为主体，以市场约束、行业自

律、安全保障为支撑的信托业一体三翼监

管及市场治理框架的全面形成。 当前，信

托业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就是要回归本源，

服务实体经济。中国信登作为我国信托行

业基础服务平台，将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银保监会的各项工作部署，坚持五

个服务的使命，紧贴信托业，回归本源，助

力信托行业实现新发展。

华能信托总经理金志培：

五大秘诀塑造核心竞争力

证券时报记者 胡飞军

华能信托是中国华能集团控股

的产业系信托公司， 近年来发展迅

速，屡屡交出令业界侧目的成绩单。

低调的华能信托，快速发展背后，究

竟有着怎样的发展战略和秘密？

在由证券时报主办的“

2018

中

国信托业发展高峰论坛”上，华能信

托总经理金志培对该公司如何快速

发展进行了解密。

金志培认为， 相比于银行和保

险机构，信托公司不具备优势，而产

业背景和信托制度的优势， 使得华

能信托在资产端占据优势， 可以持

续发力。

在

2014

年，华能信托就提出要

打造成国内最优秀的金融资产生产

商和供应商。围绕这一战略目标，该

公司从五个方面塑造核心竞争力。

一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使

命，不犯方向性错误。 金志培表示，

公司业务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遵循

宏观政策导向， 并与国家经济发展

相适应，做政策允许和鼓励的业务。

二是注重创新精神， 以创新带

动发展。金志培认为，无论面临怎样

的形势， 信托公司的出路都在于创

新， 在于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提供

差别化产品服务， 才能提高议价能

力和竞争力。因此，华能信托尤其注

重发挥一线业务部门和员工的创新

主动性。

三是选择优质的交易对手。 通

过实施大客户战略， 有利于从源头

上防控风险， 也有利于建立长期稳

定的战略伙伴关系。金志培透露，目

前在公司客户中

AA

级以上的客户

占比达到

80%

，

AAA

级以上的客户

占比达到

50%

，大客户成为收入的

主要来源。

四是坚持投资者适当性原则。

金志培介绍， 公司力求做到将产品

卖给有风险承受能力的客户， 华能

信托着重拓展有风险承受能力的机

构投资者， 而没有大肆扩展个人客

户。不过，随着打破刚兑和中产阶级

的崛起， 华能信托也在重构委托客

户类型， 加大家族信托和高净值客

户的积累。

五是加强风险防控。由于华能信

托前身贵州省黔隆国际信托曾因为

经营出现重大风险而陷入困境，最后

被华能集团接手重组，因此华能信托

对风险高度重视，公司内部制度流程

和文化，着重强调风控风险。

金志培表示， 在信托业迅猛发

展的过去几年， 因为秉持上述五个

原则，公司实现了快速平稳的发展。

对于信托行业的未来发展，金

志培认为，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看，

信托业发展空间较大，前景乐观。

从需求上看， 随着我国经济进

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新技术、 新产

品、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将产

生持久金融需求。另一方面，中产阶

层数量已达到

2.3

亿人， 中产阶级

支撑着社会财富快速积累， 将产生

旺盛的理财需求。

从供给上看， 信托产品兼具财

产转移和财产管理功能， 与其他资

产管理相比具有更加丰富的服务内

涵和更为广阔的服务范围， 形成了

信托业核心的供给能力。 这两方面

有力的结合将有利于信托业在信托

服务、私募融资、资产管理、财富管

理四大本源业务领域开疆辟土，成

为中国金融体系最有活力、 最贴近

市场的一支力量， 进而更加有效服

务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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