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机构“论剑”金牛财富管理论坛

理财行业进入转型升级关键期

□

本报记者 梅俊彦

7月6日，由中国证券报社指导、金牛

理财网主办， 新华网与新华社金融信息交

易所协办的第二届“金牛财富管理论坛”

暨2013年度“金牛理财产品” 颁奖典礼在

北京举行。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在

“金牛财富管理论坛”上指出，中国的理财

行业经过十年突飞猛进发展之后， 已经进

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转型升级势在必

行。杨再平提出，理财行业的转型升级要解

决去存款化、去刚性兑付、去短期化、银行

理财要升级为真正的资产管理、 转型升级

金融市场、给银行足够的通道、统筹监管协

调七大问题。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

席执行官谢建杰指出，券商资管行业和公

募基金行业正在步入融合时代，两个行业

都需要以市场为导向， 以客户为中心，谁

的产品线最全、业绩最优、创新能力最强、

市场形象最好，谁就能影响行业发展潮流

和趋势。

券商理财产品规模大幅增长

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3年银

行理财产品累计募集金额68万亿元，较上

年大幅增长37.9%； 年末余额达10.21万亿

元，较年初增加3.1万亿元，增长43.6%。 金

牛理财网统计显示，2013年我国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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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同比增长50.4%；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79%，同比上涨24BP。

信托行业资产管理规模也在2011年

至2013年期间，以53.08%的年化增长率从

3万亿元大幅增加至10.91万亿元， 超越券

商、基金以及保险，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第

二大金融行业。 2013年券商理财各类型产

品在数量和规模上均大幅增长， 券商集合

管理人目前已达到86家，资管业务规模上

百亿的老牌券商有12家，规模在10亿元以

下的中小券商大幅减少。

2013年是国内理财市场快速发展的

一年， 金牛理财网在本届论坛上向上年

度业绩表现优秀的理财产品及机构颁

奖。 广发银行、中国银行、平安银行等10

家银行获评 “2013年度金牛理财银行

奖” ；中融国际信托、新华信托、方正东

亚信托等9家信托公司荣膺 “2013年度

金牛集合信托公司” ；招商证券与国泰君

安资管公司被评为 “三年期金牛券商集

合资产管理人” 。

据了解，中国证券报社主办的“金牛

奖” 系列评选包括上市公司、公募基金、私

募基金、证券分析师、投资银行等。 为进一

步增加“金牛奖” 评选内容并扩大评选范

围，形成更加完整的“金牛奖” 评选体系，

去年中国证券报·金牛理财网建立了针对

银行理财、集合信托与券商集合资管产品

的评奖体系，并成功举办了首届“金牛财

富论坛” 暨“2012年度金牛理财产品” 评

选活动，获得了业内支持。 本届评选结果

是主办方邀请监管部门、市场资深人士和

有关专家学者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并在

定量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后最终

形成的。

理财业务转型势在必行

杨再平表示， 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有

三方面好处。首先是为投资者带来了收益，

去年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全部实现到期支

付，给投资者带来了4500亿元收益；其次，

70%的理财资金进入了实体经济， 说明理

财业务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

展；第三，理财业务促进了银行业的转型升

级。 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在去年从

19.5%增长到22.5%，理财业务在其中的贡

献突出。除此以外，理财业务还推动了金融

改革， 在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过程中理财先

行功不可没。

杨再平指出， 理财业务经过十年突飞

猛进的发展已经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转型升级势在必行。银行理财业务目前

遇到了包括理财产品的存款化、 兑付刚性

化、短期化、理财业务跟非理财业务的区别

不够、 资金运用工具、 通道非常有限等问

题， 银行理财业务转型升级需要把上述问

题解决。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

席执行官谢建杰在论坛上表示， 公募基

金理财业务面临四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

投资产品品种相对单一， 虽然近些年来

混合基金、 债券基金、 货币指数都有发

展， 但是其他类型的产品在规模上还是

有点单薄。 二是基金业绩与整体市场的

相关度非常强，波动率非常大，无法满足

投资者以绝对收益为导向的理财需求。

三是虽然部分基金也推出分级类产品，

但是公募基金主要投资方式还是主动投

资。 四是公募基金缺乏市场渠道，绝大多

数投入银行和券商网点销售， 对客户后

续持续服务跟不上。

在券商资管领域， 谢建杰认为也存在

三个方面问题。一是投资门槛过高，随着去

年新的基金法颁布，大集合已经不存在，新

发的产品100万元起步，比信托还严格，无

法满足社会大众对专业理财的需求。 二是

不能公开宣传，券商资管的定位是私募，怎

样通过一些现代的传播途径， 在合规的前

提下能够让管理人和所有人进行深入细致

的迅速交流碰撞， 这也是监管部门和券商

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是券商集合的法律定

位不清晰。

谢建杰指出， 无论是券商资管还是公

募基金， 日后要在竞争中胜出都要做到差

异化竞争、提高资管能力、吸引有投研能力

的核心人员进入公司。 “不管是券商资管

还是公募基金，将来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合

作肯定大于竞争， 在竞争中促进市场更健

康有效发展。 ” 谢建杰说。

刚性兑付会逐渐打破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银熙认为， 信托公司一直坚守刚性

兑付，实际上是有很多原因。整个信托行业

发展到现在来之不易， 确实都需要珍惜和

维护自己行业和企业的声誉。

“刚性兑付无论由于大环境还是各种

综合的因素，这都是企业最终的选择，从最

根本上来讲是企业的行为， 最后都有承受

不了的时候。 这从根本上而言，能够反映出

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资产管理水平，包括

整个业务定位、发展战略等各个方面。 ”李

银熙表示。

在信息透明的问题上， 李银熙认为

随着行业的不断成熟， 企业信托公司在

风险管理这些方面的水平会不断提升，

另外在转型过程中， 信托公司会选择和

自己最匹配的业务定位来逐渐解决刚性

兑付问题。

在券商资管发展的方向上，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投资总监、投资

决策小组组长尹占华表示：“个人感觉券

商资管目前要有三条方向： 一是通道，通

道肯定会逐步萎缩，我们不作为重点。 另

外就是融资渠道，做结构融资或者是类信

托，这个在逐步发展。 我们最关心还是第

三个资产管理，即代客理财，这是最核心

的竞争力。 ”

尹占华指出， 安信证券非常看重定向

资管产品，因为其中都是VIP客户，资金量

巨大。定向资管做好后会带动其他业务，例

如投行、经纪业务。 另外，尹占华认为市值

管理业务的市场也非常大， 如果市场行情

好收入将非常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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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资管

★2013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管计划（18只）

股票型（2只）：申银万国宝鼎1期 华泰紫金鼎造福桑梓

混合型（8只）：华创限额特定1号 中金安心回报

中国红稳定价值 东方红新睿2号

东方红8号双向策略 新时代元亨1号

光大阳光6号 光大集结号混合型一期

量化型（2只）：东方红量化2号 国泰君安君享量化

FOF�（2只）：东兴1号 西部财富长安1号

债券型（4只）：国泰君安君享汇创一号 东兴5号

浙商汇金增强聚利 华鑫鑫财富智享1号

★金牛三年期券商集合资管计划（7只）

FOF（1只）：申银万国3号

股票型（1只）：招商证券智远成长

债券型（2只）：长江超越理财增强债券 安信理财1号

混合型（2只）：创金避险增值 东方红4号

QDII（1只）：华泰紫金龙

★2013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人奖（6家）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人奖（2家）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托公司

★2013年度金牛集合信托公司奖（9家）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银行理财

★2013年度“金牛银行理财产品” （保证收益型）（2只）

农业银行·本利丰系列

恒丰银行·恒裕金理财恒盈系列

★2013年度“金牛银行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2只）

建设银行·乾元保本型系列

中信银行·惠益计划稳健系列

★2013年度“金牛银行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9只）

平安银行·平安财富系列

浦发银行·个人专项理财盈系列

南京银行·聚金系列

宁波银行·汇通理财惠添利系列

兴业银行·天天万利宝系列

温州银行·金鹿理财系列

北京银行·心喜系列

渤海银行·渤盛系列

华夏银行·增盈系列

★2013年度“金牛银行理财产品” （开放式）（4只）

浦发银行·天添盈1号

工商银行·步步为赢递增型产品

上海银行·易精灵专属理财产品

兴业银行·现金宝1号理财计划

★2013年度“金牛银行理财产品” （净值型）（4只）

招商银行·天添金理财计划

农业银行·进取系列理财计划

民生银行·非凡资管智赢系列

光大银行·稳健一号

★2013年度金牛理财银行奖（10家）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金牛理财产品” 评选获奖名单

增强投资者信心

推动资产管理行业创新与发展

□

中国证券报副董事长 王坚

尊敬的杨再平会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 请允许我代表本次活动的指导单位中国证券报，

主办方金牛理财网和各协办单位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

欢迎！

在这骄阳似火的七月，我很高兴与诸位共聚于此，见证

2013

年度金牛理财产品与管理人的诞生！ 在此，我谨代表中

国证券报·金牛理财网向获奖的银行、券商、信托公司表示热

烈祝贺，并对一直以来关心、支持中国证券报和金牛理财网

发展的各位领导、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去年此时， 我们成功举办了首届 “金牛财富论坛”暨

“

2012

年度金牛理财产品”评选活动，获得了业内的广泛支

持与好评。

2013

年是国内理财市场快速发展的一年，来自利

率市场化和互联网的冲击， 也使得理财产品不断创新与发

展，从而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 相应的，“金牛理财

产品”的评选体系也随着市场的发展不断健全与完善。 我们

邀请监管部门、市场资深人士和有关专家学者一道，组成专

家评审委员会，在定量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定性分析，最终形

成了此次评选结果。 通过对优秀理财产品和服务的集中评

选与展示， 增强中国投资者的信心， 推动资产管理行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提倡长期稳定回报能力，引导投资人理性

投资理念。

金牛理财网是新华社《中国证券报》旗下金融产品评价

和投顾服务平台，秉承《中国证券报》“做可信赖的投资顾问”

之宗旨，依托《中国证券报》“金牛奖”系列评选的品牌与专业

影响力，致力于金融理财产品的分析评价与应用研究，为商

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机构，以及广大投资者提供

权威的理财产品评价、一手的理财资讯、专业的市场数据及

应用服务。

今天“金牛财富论坛”再次举办，一批在财富管理业务上

为广大投资者创造了丰厚回报的优秀产品与杰出管理人也

将在此获得表彰。成绩只代表过去，展望未来，利率市场化脚

步越来越近、券商系公募产品破茧而出、信托业规模迎来后

十万亿时代，不论是银行、券商还是信托公司都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我们的“金牛财富论坛”正是要给各位专

业人士提供一个可以互相交流碰撞的平台，今天，就请大家

畅所欲言，享受思想的火花，为行业的发展奉献真知灼见！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