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行联手贝恩发布的最新《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

中国高净值人群增至197万 投资重心重归国内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昨日， 招行联手贝恩发布的最新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

2018

年中

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达到

190

万

亿。其中，高净值人群持有可投资资产

为

61

万亿。

该报告显示，自

2018

年起，高净

值人群的投资行为和心态，出现了“回

归中国”的明显变化。境外投资目标只

是以分散风险需求为主， 投资重心回

归境内。同时，高净值客群行业分布发

生了深刻变化， 互联网、

AI

等新经济

强势崛起，占比扩大。

据介绍，该报告对“高净值人群”

的门槛设定是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

以上。 截至

2018

年底，高净值人群人

数为

197

万人。

私人财富规模

整体增速放缓

报告称， 中国私人财富市场整体

受宏经济形势影响， 增速相应放缓。

2018

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产总

规模达

190

万亿元，

2016

年至

2018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7%

，为

2008

年

来首次个位数增长。

中国高净值人群也跟整体私人财

富市场一样， 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

增速放缓。

2018

年中国高净值人数为

197

万，与

2016

年相比增加了

40

万；

年均复合增长率由

2014

年

～2016

年

的

23%

， 降至

2016

年

～2018

年的

12%

。 而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

资产约

3080

万， 与

2014

年

～2016

年

基本持平。

值得注意是， 高净值人群中的超

高净值人群， 其增幅比高净值客群整

体增幅更大，为核心增长动力。超高净

值人群的门槛为可投资资产在

5000

万以上， 截至

2018

年末共有约

32

万

人， 持有

25

万亿人民币，

2016

年

～

2018

年均复合增速为

17%

。

从高净值人群的区域分布来看，

全国有

23

个省市高净值人数突破两

万人。 其中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

江五省市依旧处在第一梯队。 值得一

提的是， 山东省高净值人数首次突破

10

万人，迈入此梯队。

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曾丽春表

示，虽然高净值人群可投资产规模

较以前双位数的增长有所放缓，但

未来

6%

左右的预计增幅， 从规模

和增速上看在全球市场都是可圈

可点的。

此外，上述报告还预测，到

2019

年底， 中国的高净值人数有望增加到

220

万人。

越来越多高净值人群

投资重心重归国内

中国财富客群的分布正在发生变

化。 报告称，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

（“互联网

+

”、“智能

+

”） 扩张的背景

下，企业中、高级管理层和专业人群为

代表的新富群体涌现， 其占全部高净

值人群比例由

2017

年的

29%

上升为

36%

。 企业高级管理层群体整体投资

风格稳中求进，看重风险控制，同时积

极探索创富机会。 他们往往具备良好

教育背景， 对资本市场和行业具有更

深洞见，因而对专业性要求更高；同时

具有更复杂的企业相关需求， 对流动

性管理的要求较高。

“我们从

2007

年、

2008

年开始跟

进的时候， 财富客户主要是来自制造

业、房地产、能源行业等传统行业。 现

在我们看到在互联网

+

、 以及

AI

等新

兴产业， 创一代、 职业经理人茁壮成

长， 并且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境内或境

外上市，构建了一批

New Money

。 ”招

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王菁说。

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下， 高净值人

群境外配置意愿有所降温， 境外投资

目标仍以分散风险需求为主。报告称，

相较之下， 中国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

势头，“一带一路”建设、国内资本市场

加快开放等因素的驱动下， 越来越多

高净值人群的投资重心重归国内，如

何抓住“中国机会”成为高净值人群的

重点关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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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营业部老总违规炒股

遭罚没2187万及3年市场禁入

证券时报记者 张婷婷

证券从业人员不能炒股，是行业

铁律，但红线屡被践踏。 原东吴证券

某营业部总经理辛某某，借用母亲名

义炒股，获利逾千万，被监管部门罚

没

2187

万元， 并被处

3

年证券市场

禁入。

证券从业人员违规炒股，是监管

罚单的“重灾区”。 统计数据显示，去

年监管部门共对

50

余名证券从业人

员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其中，违规

炒股或代人炒股遭罚占比最大。

违规炒股被罚没2187万

证监会日前发布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显示，

2013

年原东吴证券苏州滨

河路营业部总经理辛某某借用其母

亲“傅某珍”的名义开通了普通证券

账户以及两融账户，这两个账户对应

的三方存管银行账户的资金来源均

为辛某某的银行账户。

另外，这个账户主要通过辛某某

供职营业部的

IP

地址和电脑进行网

上委托下单。 证监会查明， “傅某珍”

账户均由辛某某实际控制和使用，账

户交易由辛某某决策并操作。

这个账户自开立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累计买入成交金额

1002.29

万

元，累计卖出获利

1098.73

万元，考虑

到余股账面亏损， 合计获利

1093.93

万元。

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证监会

对辛某某作出没一罚一的处罚，合计

罚没收入

2187.86

万元。同时，由于辛

某某的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 证券交

易金额和违法所得金额巨大， 情节严

重， 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

3

年市场禁

入措施。

东吴证券昨日回复证券时报记者

时表示，事情发生后，公司对存在的问

题认真反思，采取了积极的整改措施。

记者了解到，事件发生后，东吴证券首

先免去了辛某某的滨河路营业部总经

理职务，要求其积极配合调查；对全体

营业部负责人加强培训。

同时，东吴证券表示，将对员工违

规交易采取零容忍态度， 明确严禁员

工出现违规交易行为， 持续加强合规

培训、系统监测、定期检查。

营业部负责人

是合规管理风险点

有券商人士对记者表示， 在券商

营业部里， 营业部负责人掌握着最多

的资源， 但受到的合规监管却相对弱

化， 营业部负责人是券商合规管理的

一个风险点。

“现实情况中，很多券商尤其是部

分小型券商的营业部负责人缺乏监

管，总部很难进行现场监管，营业部也

没有人能够监督他。”有券商营业部负

责人此前对记者表示。

前年，原太平洋证券腾冲华东路

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杨某华借他人名

义持有、买卖股票，累计盈利超千万，

被监管机构罚没共计

5735

万。 去年，

原方正证券南京珠江路证券营业部总

经理姚某违规炒股， 被监管罚没超

17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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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联网技术在农田里“生根发芽”，将会

结出怎样的果实，在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近日，来自央视财经《交易时间》的一则报

道，带观众走进云南元谋县，一睹当地节水灌溉

和科学施肥上的创新成果。

报道指出，在物联网科技的帮助下，云南当

地涉农产业实现了全方位的转型升级。 在此期

间，从农户到涉农企业，以及水改企业在共同把

产业蛋糕做大的同时，共同分享价值增值，创出

一片生态共赢的物联网农业新格局。

民谣道出物联网农业新气象

“一省水二省肥，三省农药四省工，五省成

本六增收，放水不用扛锄头！ ”在云南元谋流传

的这支民谣， 生动展现出当地农业近年来的巨

大变化，而这目前已经是当地农业生产的常态。

在央视当天的节目中， 云南省元谋县的小

番茄种植户虎永平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在采访

中他晒出了自家田里的一笔账：“过去是用大水

漫灌浇，现在是精准滴灌，过去是撒固体肥，现

在是水溶肥。 现在种植小番茄，不仅用水量节约

40%

、用肥量节约

90%

，而且每亩地的产量增长

100%

，每亩收入

4

万多元。”收入提升的虎永平，

如今早已将家中的土坯房换成了崭新的瓦房。

虎永平的经历在元谋当地并非个案，据悉，

一家拥有

1000

多亩葡萄种植规模的农科公司，

在经历一番变革后，终于扭亏为盈。 该公司负责

人龚向光表示，因为各项成本居高不下，产量也

不高，前几年，他总是亏钱。 从去年开始，他大面

积采用先进的农业物联网技术，采集葡萄的水、

肥需求信息，更新农田滴灌设备，用大数据模型

指导田间管理。 他同时表示，引入新技术、新设

施后， 产量大幅提升， 单产以前稳定在一吨左

右，而如今则稳定在两吨多。 更为关键的是他们

的农田水肥均匀度明显提高， 进而管理难度大

大降低。

农民增产增收的同时， 元谋节水灌溉项目

的主导企业自身也迎来业务上的跨越。 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通过水管网络的重新建设，

现如今，已从原来的传统的渠道供水，变成现在

的精准滴灌浇水， 我可以保证它田间地头的

24

小时供水。 今年是我们投入运营的第一年，水费

收入预计有

2000

万元，农资服务水肥一体化预

计有

1000

万左右的收入。 ”

据了解，元谋县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长期

以来当地农业饱受缺灌之苦， 全县土地缺灌率

高达

44.83%

， 成为制约元谋县涉农产业发展的

最大瓶颈之一。 迫切的脱贫攻坚任务下，当地政

府急需改善农业灌溉现状。 为此，元谋县树立了

2020

年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30

万亩以上的

目标。 经过水改项目的引入，在当地主要的经济

作物项目区，亩均用水成本由原来的

1258

元降

至

350

元，亩均增收达到

5000

元以上。 如今，在

高效节水项目的推动下， 当地

4

个乡镇的

6.63

万人实现脱贫致富或增收。

缺灌的农业县是如何实现科技灌溉并一举

走上创富路的？ 经过笔者深入调查，背后原因得

以逐渐揭晓。

物联网共享金融

让现代农业走向智慧化

据悉， 元谋县农业与节水产业依托物联网

应用实现转型的背后， 其实是金融领域的物联

网创新实践，即海尔金控的物联网共享金融。

定位于物联网共享金融平台， 海尔金控首

创了“产业投行”模式，该模式落地后迅速在各

个产业领域复制。 它不仅是物与物、物与人的连

接，更是与产业有温度的融合。

相比传统的金融服务， 物联网共享金融通

过链接产业资源方，建立资源共享、价值共创的

生态体系，以用户驱动整个生态的自我演进。 围

绕产业链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的实践，其实现了

对产业各节点的深入了解， 形成了立体丰富的

生态场景，既把控了风险，又实现了资源高效共

享和调配， 并为金融要素的引入提供了健康的

资金流通环境。

这一做法的优势，在于它突破了传统服务的

局限性，将生态场景形成互联的有机体，并通过

用户体验为导向进一步挖掘用户需求，以用户倒

逼服务升级，形成产业生态闭环。由此一来，产业

内部各环节、模块间实现了有效关联，对风险的

控制力大大加强，并在整个产业层面创造出跨纬

度、跨业态的全面增值。而增值的共享属性，又进

一步激发了生态各方的协同积极性。物联网共享

金融所打造的产业生态是谋求产业的所有参与

方共同把蛋糕做大，并加以分享。 随着产业疆界

的不断扩展，各方的增值收益也不断提升。因此，

这是一个动态的无边界的共创模式。

以元谋县水改为例， 切入环保产业建立的

绿色信用链群在当地链接了节水企业、种植户、

地方政府、 金融机构等各资源方， 形成生态闭

环。 在此期间， 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具备资金优

势、能够完成设备安装运营一体化、推动农业向

物联网智慧化迭代的优质供应商。 而节水企业

不仅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 还有从设备商向全

流程服务商转型的诉求。 来自种植户的灌溉需

求和增收愿望更成为倒逼产业模式化转型的更

直接原因。

笔者了解到， 绿色信用链群为节水企业推

出了“特许经营权

+

股权”的定制化金融解决方

案，实现节水流程的降本增效，间接推动农业增

长。 期间还一并去除了农资供应中的化肥等中

间商环节，协助节水企业实行水肥融合式滴灌，

帮助农民节约了

60%-70%

费用。

这一探索模式相比传统金融服务优势显而

易见。 围绕产业链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的定制化

金融服务实现了对产业各节点的深入了解，形

成了立体丰富的生态场景，既把控了风险，又实

现了资源高效共享和调配， 并为金融要素的引

入提供了健康的资金流通环境。

据笔者了解，在未来的农业生产中，农业物

联网系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农民看到了运用

先进技术带来的效益， 未来必然成为物联网技

术的潜在受众。 可以预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行

业领域以及技术、应用会和物联网产生交叉，向

物联方向转变优化已经成为时代的发展方向。

“依托产业投行模式，海尔金控的物联网共

享金融实践已渐入佳境，从模式创新，到样板打

造，再到模式复制，海尔金控加速迭代的生态共

创模式在持续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 也将产业

投行模式的实践探索推向更高的层面”，某业内

人士表示。

（CIS）

物联网农业在农田“生根发芽”

海尔金控物联网金融成为背后浇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