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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子公司搅动非银代销 分析师也被派去挖客户

多家券商正密切关注银行资管动向，至少将在三大板块和理财子公司展开合作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我们的新机构客户来了，销售

同事们要赶紧抓紧拜访， 挖掘入场

机会。”这是一家大型券商在内部交

流群频频发出的消息。

他们说的“新机构客户”，指的是

21

家银行公告拟成立的理财子公

司，而且这个阵营还在不断扩容。

按照业界普遍估算， 理财子公

司在完整经历牌照批复、 筹建和开

业三大阶段后， 最快展业也至少是

在明年下半年。 但证券时报记者了

解到，目前，包括券商、第三方基金

销售公司、 互联网理财平台在内的

诸多非银机构，均已迅速“活动”，密

集拜访银行资管。

“已经21家了！ ”

“

21

家了！ 已经

21

家了！ 截至

目前，已经有

21

家商业银行公告申

请成立理财子公司， 允许理财子公

司发行的公募理财产品直接投资股

票。这是新的客户群体，需要我们提

前服务占领先机； 我们计划趁着年

度策略会这件大事， 拜访邀请他们

参会，建立起业务联系！分析师和销

售一起挖掘客户！”———这是一个大

型券商内部群里， 每天滚动播出的

战报。 每有一家新的银行发起设立

理财子公司，数字就更新一回。

目前具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

格的

27

家商业银行中， 尚有几家未

明示设立理财子公司计划。但有业界

人士告诉记者“这并不奇怪”。银保监

会曾表示，商业银行可以不新设理财

子公司，而是将理财业务整合到已开

展资管业务的其他附属机构。

也就是说，包括工银瑞信基金、

交银施罗德基金、 建信基金等在内

的

15

家银行系公募基金，也有可能

成为承接银行理财业务的载体。

目前被非银机构盯上的

21

家

银行， 一共管理着中国

16.81

万亿

元的非保本理财体量。 如果按照

20%

的红线测算投向权益类资产的

份额， 那么流向权益市场的资金规

模将高达

3.36

万亿元。

广发证券此前一份研报称，长期

来看，银行理财股票投资占比必将提

升，其选择有长期数据验证的管理人

参与二级股票市场的可行度更大。

截至

2017

年底，银行理财规模

约

29.5

万亿元， 其中权益类投资

2.8

万亿元，其权益类投资绝大部分

是参与定向增发、结构配资、股票质

押等类固收投资。“直接二级市场委

外投资占比较低， 目前占整体规模

约

2%

，预计未来有望提升至

5%

左

右。 ”广发证券称。

理财子公司动态受关注

“别说四大行、招行、浦发、兴业

全部，哪怕就是和它们中一家合作，

随随便便流向权益市场的资金也有

至少三四千亿元， 是一家大型公募

基金的

3～4

倍。 而且银行一直是债

券市场最大的买方。总之，这个新客

群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一名券商研

究员也向记者总结了几点之于券商

来说是机遇的要素： 银行系子公司

劣势相对明显， 如对权益市场不熟

悉、投研体系不健全、投研队伍和人

才缺乏、金融科技亟须完善、亟须打

造业务特色等。

“我们现在群里面每天强调的，

就是分析师和销售要一起挖掘客

户。 ”该研究员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大型券商

内部都在注意银行资管动向，至少在

三个方向能和理财子公司展开合作：

一是向理财子公司出售投研服务；二

是由经纪业务部门、券商分支机构代销

银行理财产品； 三是券商资管业务条

线、债券业务条线、固定收益部门均与

银行理财展开相关资管类合作。

记者还了解到， 管理办法关于理

财子公司理财产品可通过银保监会认

可的其他机构， 在遵循双录和投资者

风险评估等要求前提下代销， 且不强

制个人投资者首次购买理财面签的规

定，成了众多非银代销机构的利好。

“我们很关注理财子公司动态。 目

前我们只选择了市面上

3%～5%

的资管

机构来合作。现在我们是有证监会基金

代销牌照，如果将来要有银保监会认可

的牌照才可以代销， 我们一定积极申

请。现在我们也已经跟几家大型的银行

理财有接触了。 ”国内一家互联网理财

代销巨头产品总监告诉记者。

小银行设理财子公司吗

“我们目前是

200

多亿的表外理

财规模。子公司我们肯定是要设的，当

然不仅仅做代销， 一定会自己发行产

品。 ”苏南一家拟

IPO

农商行董事长

告诉记者。

但需要说明的是， 不少农商行人

士告诉记者 “

200

亿规模已经不算小

了”。 事实上，很多农商行的整体理财

规模在数十亿到百亿元之间， 而它们

似乎还处于“迷茫”期。

记者向江苏地区至少三家农商行

发出问询，他们的回复都是“还在研究

中”。 截至目前，只有顺德农商行一家

公布发起设立理财子公司。 该行截至

去年末的表外理财资金余额为

234.32

亿元，已经是同业口中“不算小”的规

模；而且，受监管等方面因素影响，比

2016

年末还下降了

17.78%

。

“要分片区来看待这个问题。 ”一名

江苏地区上市行的高管告诉记者，“我

们这个区域的还好， 优质资产是有的；

而且我们在非标投资上的优势也是有

的。 你说一些处在偏远地区的，比如西

部的农商行，资产也缺乏、投研能力也缺

乏、系统也缺乏。它可能优势就是当地资

金的募集能力。 那是不是可以考虑转向

代销，甚至就是专攻财富管理？ 个人觉

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 ”

大冶有色计划

出清湖北银行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胡飞军

12

月

13

日，北京产权交易所披露，大

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大冶

有色”）选择出清所持的湖北银行

0.1757%

股权，挂牌底价

3330

万元。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大冶有色是国

内五大铜冶炼企业之一， 以营业收入计跻

身中国企业

500

强， 但是近年来经营业绩

不佳，

2015～2017

年连续

3

年净利润出现亏

损，此番出售银行股权或对业绩有所增厚。

资料显示， 湖北银行系湖北省的城商

行， 控股股东为湖北省国资旗下宏泰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集团， 持有

46.8743%

股权。

持股

5%

以上股东还包括湖北省交通投资

集团、武钢集团、湖北能源、劲牌有限公司。

北京产权交易所将持有湖北银行

0.1757%

的大冶有色列入湖北银行“前十大

股东”最后一位，其与第九大股东荆州市城

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所持股权比例

4.11%

相差甚大。

不过，湖北银行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

该行第十大股东并非大冶有色， 而是另有

其人。

据了解， 大冶有色是国内五大铜冶炼

企业之一， 控股股东为央企中国有色矿业

集团，持股比例

57.99%

。

今年

6

月， 上海新世纪评估公司发布

的评级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末，大冶有

色资产总额

268.68

亿元， 较

2016

年下降

12.1%

，所有者权益

97.23

亿元。

上海新世纪评估公司分析， 受益于铜

市场环境的好转， 大冶有色阴极铜业务规

模和盈利能力均有所提升， 带动整体盈利

水平提升，经营收益实现微利。但受铜绿山

尾矿事故影响，

2017

年大冶有色净亏损较

上年有所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