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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配置迫切 机构投资者火热参与衍生品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闫晶滢

交行上半年盈利427亿
下半年三措施稳定息差

自资管新规落地以来， 发力主动
管理转型、 拓展资产配置渠道成为金
融机构资管主旋律。在此机遇下，商品
市场成为机构投资者开拓投资方向的
重要领域之一。
昨日，在大商所主办的“
2019 机
构大宗商品衍生品论坛”上，监管领导
及行业专家共同探讨了机构投资者参
与衍生品市场的趋势和展望。 数据显
示， 机构客户和产业客户已经成为市
场的主导力量。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交 行 昨 日 晚 间 披 露 的 2019 年
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该行实现营业
收入 1181.8 亿元，增长 16%；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27.5 亿元，
增长 4.9%。
在昨天的中期业绩会上， 行长任
德奇以“
稳中有进”四字来点评业绩，
并特别提到上半年零售业务较快发
展。 其中，零售金融资产（
AUM）较年
近三
初增长 7.3%至 3.3 万亿元，是“
年来最高增速”。

纷纷将目光
投向衍生品市场
对于各类金融机构而言， 资产管
理都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业务之一。 而
在资管新规落地后，“
去通道”、“
降杠
杆” 的要求驱动金融机构争先转型主
动管理。在资产配置的要求下，机构投
资者纷纷将目光投向衍生品市场。
据大商所理事长李正强介绍，今
年前 7 个月， 大商所包括机构客户和
产业客户在内的单位客户持仓比例超
过 52%，成为市场主导力量。 参与交
易的投资机构数量达 6072 户，在参与
交易的法人客户中占比 44%。
以中基协辖下资产管理情况来
看，截至 2019 年二季末，协会自律管
理下各类资产管理业务存续总规模达
50.39 万亿元。而就参与衍生品市场情
况而言， 目前各类产品投资于商品及
金融衍生品的规模为 566 亿元， 且增
速明显提高，发展空间较大。
随着 基 金 产 品 不 断 多 样 化 ， 风
险管理需求增强， 基金深度参与衍
生品势在必行。 中基协副会长郑富仕
介绍称， 随着大众理财需求不断增
长， 基金管理人提供的产品服务趋于
个性化、多样化，标的资产与投资策略
不断丰富。 在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和金
融去杠杆背景下， 资产管理中需应对
风险因素也更加复杂， 利用衍生品市
场对冲和化解风险的意识和需求将逐
渐增强。
对于证券公司而言， 其参与衍
生品市场主要体现为 FICC （
固定收
益证券、货币及商品期货）业务的发
展。 事实上，FICC 业务不仅是营收的
重要贡献点， 更是促进券商转型发展
的重要动力之一。 中国证券业协会秘
书长张冀华表示，FICC 业务涉及经纪、
自营、资管和投顾服务，有助于券商业
务结构从过分依赖经纪业务向多元化
转型发展，FICC 业务的权重也在逐渐
加大。
数据显示， 证券公司正深度参与
商品交易市场。在商品期货方面，已有
13 家券商具有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
资格；在商品期货期权方面，绝大多数

零售业务
税前利润增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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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通过关联期货公司开展期货交
易。 在外汇业务方面，共有 50 家证券
公司开展外币有价证券与经纪业务。
2018 年，证券公司大宗商品场外衍生
品交易额达 426 亿元。
另外， 商业银行同样是衍生品市
场的重要参与者。建设银行表示，对于
商业银行来说， 主要是基于衍生品和
现货一起实现产融结合， 通过产品创
新、渠道、制度创新等方式，建设产融
结合基础设施。建行在 2017 年即已进
行场外期权试点，将产业、银行和期货
期权有机融合， 从而满足客户的定制
需求。
机构投资者的积极参与， 与衍生
品市场的不断发展不无相关。 据李正
强介绍，今年 1 月～7 月，大商所期货
年度成交量 6.81 亿手， 成交额 36.26
万亿元； 期权年度成交额 958.77 万
手，成交额 41.76 亿元，为机构投资者
配置资产、服务实体提供充足空间。今
年以来， 各类市场机构基于大商所指
数共发行银行结构性存款及理财、券
商收益凭证、期货资管计划、指数保险
等产品共 17 只。

期货资管有待持续发力
对期货公司而言， 资管同样是重
点发力领域。不过，受资管新规去通道
影响，期货资管业务近年有所回落。
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共有 113 家
期货公司正常开展资管业务。 数据显
示，2019 年上半年， 期货公司资管业
务累计收入 3.59 亿元， 累计净利润
0.51 亿 元 ， 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下 降
11.16%和 26.83%。 在资管新规落地
后， 期货资管产品的规模和数量以及
业务收入持续下降， 资管收入占比期
货公司业务收入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不过，就期货资管类型来看，主动
管理比例持续上升趋势十分明显。 据期
货业协会副会长王颖介绍，今年上半年
期货资管产品共有 1355 只， 合计规模
1292 亿元。 其中， 集合类产品占比
58%，主动管理类产品占比 70%，比例
不断上升； 管理通道占比不断下降，业
绩、报酬和其他收入的占比稳中有增。
王颖表示， 未来期货资管应更多
地围绕期货主业开展策略和交易，为

头部券商深入布局FICC业务
证券时报记者 闫晶滢
在行业面临重塑之际， 证券业转
型已不再是一句口号。 随着金融市场
对外开放不断推进， 对标海外投行，
即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
FICC 业务（
商品业务） 或许是国内券商发展的新
机遇。
日前， 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张
冀华在“
2019 机构大宗商品衍生品论
坛” 上表示，FICC 业务涉及经纪、自
营、资管和投顾服务等多个条线，对促
进证券公司转型发展效果明显。 而从
半年报数据来看， 头部券商在 FICC
业务方面已有深入布局。

券商FICC
迎历史性机遇
据介绍，FICC 业务是在传统固定
收益业务基础上，对债券、利率、信贷、
外汇以及商品等业务及产品线进行的
有机整合。
据张冀华介绍，相比国际投行，我
国 证 券 公 司 FICC 业 务 起 步 相 对 较
晚，FICC 业务的内涵与外延也有差
异。 目前，证券公司已经建设信用、利
率、资产、外汇、商品等五大 FICC 业
务条线，业务深度不断拓展。
仅就衍生品业务来看，2018 年证

券公司新增挂钩大商所焦煤期货、玉
米期货和棕榈油期货的场外期权名义
本金分别为 26.83 亿元，14.95 亿元，
11.96 亿元。 挂钩聚乙烯期货、焦煤期
货、 棕榈油期货和玉米淀粉期货的互
换名义本金分别为 5.66 亿元、5.13 亿
元、3.99 亿元和 3.38 亿元。
张冀华说，从近几年发展情况看，
证券公司 FICC 业务不仅具有较好发
展基础，而且业务生态正朝着可喜方向
转变。 利率、汇率、信用的市场化改革，
将增加业务需求。 企业直接融资比例提
升，国际化进程不断提升，将强化 FICC
产品的刚性需求。 证券公司国际化进
程， 投资策略多元化有效对接 FICC 产
品供给与需求， 都为我国证券公司
FICC 业务提供难得历史发展机遇。
此外，券商开展 FICC 业务而言，
还将受到更多来自监管的支持。 据张
冀华介绍， 下一步监管部门将支持引
导证券公司进一步优化固定收益业
务、 外汇业务及大宗商品业务等业务
组织架构，加快构建 FICC 业务综合金
融服务体系，进一步拓宽 FICC 业务范
围， 完善在外汇和大宗商品方面的市
场准入，促进 FICC 业务高质量发展。

半年报透露
FICC 业务布局情况
对 FICC 业务而言， 由于分别涉

及多个业务板块， 因此其对券商业绩
整体贡献情况难直观体现在财务报表
中。 就近期上市券商陆续发布的半年报
来看，头部券商 FICC 业务布局较深。
例如， 中信建投即表示， 公司在
2018 年 8 月成为首批场外期权一级
交易商，稳步推进场外期权、非融资互
换等场外衍生品业务， 积极探索新的
挂钩标的种类及收益结构， 丰富期权
品种。
国泰君安半年报显示， 公司积极
优化长期资产配置，固定收益及权益衍
生品均取得较好投资回报。 权益衍生品
方面，50ETF 场内期权日均持仓量和成
交金额分别占市场的 4.1%和 2.1%，业
务规模保持行业领先；场外权益衍生品
业务快速增长，新增规模 457.80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自 2018 年以来，
券商跨境业务资格陆续获批。 据介绍，
目前已有 9 家券商试点跨境 FICC 业
务，建立了 FICC 业务全条线基础性债
务工具体系。
国泰君安半年报数据显示， 该公
司累计发行挂钩境外权益类标的收益
凭证 183 只、 规模合计 37.8 亿元；开
展跨境权益类收益互换业务 89 笔、涉
及名义本金 0.87 亿元。
中信建投则在 2019 年下半年展
望中表示， 将稳步推进场外衍生品业
务的开展，拓展做市领域的资源投入，
探索跨境投资的业务机会。

专业化程度更高的机构投资者进行资
产配置。
另外，王颖表示，在资管新规出台
之后，期货资管合规水平进一步提升。
截至今年 6 月底， 行业内已经累计清
理不符合资产新规的产品约 197 亿
元， 接下来还有将近 10%的期货资管
产品规模逐步退出和清理。

基于向零售业务转型的策略安
排，交行零售业务继续取得较快发展。
上半年， 该行零售业务板块实现税前
利润 151.4 亿元，增长 36%；该板块营
业收入增长 25.1%， 对全行的收入贡
献也达到 37.6%，提升 2.7 个百分点。
其中， 零售存款的增长又被业内
普遍认为是零售业务发展的最大支
撑。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末，交行零售
存款余额接近 2 万亿元， 较年初增长
一成， 零售存款占比同步提升至
32.1%，较年初提升 1 个百分点。
但与此同时， 该行上半年零售信
贷资产投放相对放缓， 增长不到 200
亿元。其中，交行信用卡贷款余额上半
年减少超过 500 亿元，降幅 10%。 此
外， 信用卡不良率也从年初的 1.52%
攀升至 2.49%。
在回应证券时报记者提问时，交
行副行长侯维栋表示， 上半年信用卡
业务行业风险整体上升， 下阶段将加
强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
在这方面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 预计下半年信用卡
新增不良将逐月下降， 并于四季度趋
于平稳。 ”
同时， 交行副行长郭莽也对证券
时报记者表示， 下半年将坚持向零售
业务转型的安排，继续支持个人贷款。

下半年
以三大措施稳定息差
截至 6 月末， 交行总资产达 9.9
万亿元，逼近 10 万亿大关。其中，贷款
余额增加近 2800 亿元，存款总额增加
3300 亿元。
郭莽透露，该行今年的整体资产负
债摆布计划是存款增加 3000 亿元，贷
款增加 3800 亿元，“
贷款增速相对高一
些，以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数据显示， 上半年交行净息差为
1.58%，同比上升 17 个基点，环比下降 3
个基点。郭莽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主要
是二季度负债成本环比轻微下降的同
时，生息资产收益率也下降了 5 个基点。
展望下半年，郭莽认为，下半年息
差取决于市场利率变化情况， 以及行
内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力度。“
在没有重
大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 预计交行
息差保持平稳。目前市场利率在低位、
随着利率传导机制的进一步释放，预
计贷款定价水平将小幅下降。 同时结
构性存款、 同业负债等市场化负债成
本也在下降，这有利于稳定息差。 ”
郭莽表示， 交行将通过三大举措
稳定息差：一是优化资产配置，提高综
合收益，摆布好贷款、债券、同业资产
配置和组合；二是加大欠息贷款清收，
压降不产生利息收入的逾期贷款；三
是夯实客户基础，降低负债成本，同时
调整负债结构，置换高成本负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