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金融浪潮下

基金管理公司注册登记业务创新

建信基金运营部

互联网金融是指以依托于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擎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付

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 互联网金融不是互联网和金融业的简单结合，而是在实现安全、移

动等网络技术水平上，被用户熟悉接受后（尤其是对电子商务的接受），自然而然为适应新的需求而产

生的新模式及新业务，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 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创新

模式大致可分为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金融网络营销和网络融资渠道（P2P、众筹、电商小贷）等几种类

型。

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引入互补性竞争，促进传统金融和新型金融的共同提升，从而大大

提高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 同时，随着互联网创新金融模式的增多，其在发挥简单替代多种融资方式作

用的基础上，也逐渐成为促进金融市场向成熟高效演变的重要助力。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和基金行业的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不仅带来了财富和机遇，也对传统金融业造成了无比巨大的冲击，这样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释放出新的需求。互联网生态覆盖了制造商、分销商、电商平台、物流和

最终消费者等多个产业链节点，这一庞大体系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迅速提升，为传统金融业提供了新

的利润增长点。 其次，倒逼效率提升。 传统金融服务业主要依托于人员布局及线下物理网点进行业务拓

展和客户服务，电子化手段极大地提升了金融业务的服务效率，减低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成本，优化了用

户体验。最后，引入了跨界竞争机制。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旧有的市场格局发生了剧变，不断衍生出的金

融服务模式，正在蚕食传统金融机构的原有市场。 未来传统金融机构面临的最大危险并非来自于业内而

在业外。

（二）互联网金融对基金行业的影响

作为金融业的生力军，互联网金融对基金行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互联网金融

为基金公司做大规模提供了新机遇。 以2013年天弘基金与支付宝合作推出的“余额宝” 为例，截至目前

其规模已突破千亿元，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所有基金公司展示了平台的重要性。 其次，互联网平台为基金

公司营销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气息愈来愈浓重，基金行业从最初建立自己的网上

直销系统，到货币现金管理账户的推出，再到货币基金T+0快速赎回，以及货币基金还信用卡、充手机话

费、交水电煤气费乃至于货币基金作为支付方式进行网络消费等功能的实现，基金行业互联网创新红红

火火，短短半年间十几家基金公司已争相实现T+0快速赎回功能。 最后，互联网能够有效地整合碎片化

资金需求。 其运作机制大大降低了产品化的成本，通过将散户的碎片化资金聚拢起来，为这些需求的产

品化提供了可能。 例如，互联网平台的“零钱效应” 激发了基金公司纷纷踏入互联网，推出各种微理财、

宝宝等项目产品。 同时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产品创新逐渐深化， 第三方平台也成为了基金公司追逐的目

标。

互联网金融对注册登记业务提出的挑战

注册登记作为数据交换和资金清算的中心，承担着整个基金交易系统的管理和维护，涵盖了账户业

务处理、日常交易处理、特殊业务处理、分红业务处理等基金交易业务，是基金管理公司后台运营的核

心。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深刻影响着基金运营模式，它对前台销售模式的影响直接引发了后台运营模式的

变革，对注册登记业务提出了以下要求。

（一）应对大资管时代的到来

基金行业的社会价值与责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发挥价值投资和社会责任投资功能，服务于实体

经济发展。二是忠实于受托人责任，提供可信赖的资产管理服务（家庭和公共部门）。三是发挥风险定价

和专业机构投资者功能，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目前，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服务功能成为基金行业未

来的发展方向。伴随着集中登记备案的基本完成，中国私募基金市场渐渐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做市商制

度渐行渐近，预示着大资管时代正式到来。 在监管机构大力推动市场主体建设的政策导向下，私募向公

募的进军步伐已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私募基金的大规模进军，对于公募基金而言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但同时也是良好的机遇。 在上述形势下，私募与公募的不断融合会使公募基金对于专户资产管理的重视

程度不断上升。 因此，对于后台注册登记业务，除了要应对公募基金的发行，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在专户

资产管理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大资管时代。

（二）迈入“大” 后台注册登记

现行注册登记业务主要服务于基金公司内部， 在金融大同化时代， 对于资管的划分区别会逐渐模

糊，许多金融机构正考虑将后台业务进行外包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因此，具备专业人员和现代化注

册登记系统， 并有丰富运营经验的基金公司注册登记团队， 将有机会向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后台运营服

务，例如私募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 随着服务范围的扩大，注册登记业务未来或许也将迈入“大” 后台

化时代。

（三）适应“大” 系统理念

证监会基金报备制度的改变， 导致新基金发行速度成倍增加， 基金公司已有业务数据量将不断增

加，基金产品线将不断丰富。 这些新的运营压力将不断考验现有的注册登记系统。 在新业务和已有业务

的不断催化下，目前注册登记系统的架构模式已经渐渐不能满足现有业务需求，“大” 系统理念正日渐

崭露头角。 该理念是根据现有运营情况并联合系统开发商从基金参数设置、大数据批处理、处理前和处

理后数据检查稽核、报表推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开发和优化。 大数据理念下新的注册登记系统将

会从业务运行安全，业务处理效率，业务服务速度等方面带来系统的根本性变革，让大量的人工操作转

化为程序处理和核对，避免由于人工操作带来的风险。 大数据理念下的新系统将从基金注册登记业务的

最前端设计系统，从根本上解决现有业务的跨越式增长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运营压力。

互联网金融下的注册登记业务系统创新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代表着大平台、大客户量、大信息量，这对传统注册登记应用系统和操作人员提

出了新要求，唯有变革与创新，才能应对环境的挑战。

（一）扩大注册登记业务系统带宽

互联网平台的大客户量、大数据量的特点，不仅在前端销售模式上开启了新的通道，同时也对后台

注册登记系统进行了颠覆性改革。 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后台注册登记系统首先面临的就是整体系统

的老旧，数据处理速度缓慢的问题。 囿于传统注册登记系统无法面对巨大数据量的交易，因此必须进行

系统的更新换代和改造。 如2013年天弘基金与支付宝开始合作时，面对淘宝网大批的人群浏览量、交易

支付笔数和支付宝里的沉淀资金，天弘基金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系统建设更新。 2014年，建信基金

首次与海尔集团联手合作推出基于“海融易” 电子商务平台的嘉薪宝货币基金，为了能够及时有效地处

理“海融易” 平台众多客户量的需求，建信基金引入了金证开放式基金注册登记系统以及开放式基金直

销系统，并与海尔集团联合开发测试，最终成功上线。

（二）提升结算系统运行效率

在“余额宝” 的浪潮下，基金公司陆续推出了各种“宝宝” 类产品，对结算系统快速运行提出了新要

求。 目前，原本被公募基金行业视为鸡肋的货币基金成为了各家基金公司角逐的战场，原因在于新兴业

务“货币T+0” 的出现释放出巨大需求。 货币T+0的重大意义在于投资者可以把闲置在银行且只能获得

0.35%活期利息的银行存款， 转变为既兼顾资金流动性又享受年化收益率达到3%至4%的货币基金。 但

是实现货币T+0最大的障碍在于复杂的结算系统。 由于结算过程比较复杂， 因此大多数货币基金实行

T+2划付赎回款，在当天发起赎回基金后，要经历赎回确认，托管银行将赎回款转到注册登记机构，注册

登记机构再将赎回款划付给销售机构等程序，最后由销售机构把资金转到投资者账户。 货币基金T+0赎

回业务并没有改变系统本身的业务逻辑，而是通过机构垫资、快速过户、主动赎回和实时资金划付等创

新手段，结合系统提供的技术支持从而实现了基金行业赎回款到账时间的历史性飞跃。

（三）厘清应用系统内部逻辑链接

在实现各种创新业务的同时，基金公司后台应用系统的逻辑链接合理性和紧密性亦受到挑战。 基金

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系统依托的是一种典型的拓扑结构，无论对哪一个系统或者业务模块的更新改造，

必定会影响到整个系统架构的运转。 因此，新兴业务的每一次推出也是对所有系统间逻辑链接合理性、

紧密性的挑战。 在互联网金融的风暴下，注册登记系统面临的是一场彻底的改变。 从整体系统的更新换

代，硬件性能的提升，到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理念的业务逻辑的改变，再到基金公司后台系统整个拓扑结

构的更新。 每一次改变，都将带来注册登记业务对互联网创新的重新审视，都需要注册登记业务为迎接

各种挑战做好完善的准备。

（四）提升注册登记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目前业务模式下，注册登记人员一方面要负责各类互联网创新业务的开发测试，另一方面还要负

责所有新老业务的日常操作。互联网金融创新给TA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同时，在大数据互联网金融

时代，如何快速准确定位创新需求、如何准确地将业务需求转换为系统开发目标、如何编制完善的测试

方案从而避免系统漏洞、如何抢占先机在安全高效的前提下保证系统及时上线，这些都需要注册登记人

员既要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又要有高度负责、勤勉、奉献的敬业精神。 当新业务成功上线之后，维护和日

常系统运营的重任就交到了相关业务操作人员的手中。 为了保障各类业务能够正常运转，日常操作人员

必须通过不断学习和培训来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尽快掌握操作所有新业务的能力。

总之，万事以人为本，无论是对新系统、新业务的测试，还是新功能上线之后的日常操作，每一个环

节都需要相关人员对业务逻辑、系统流程、法律法规的深入学习和全面掌握，因此必须注重提升注册登

记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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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下的注册登记业务系统创新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代表着大平台、大

客户量、大信息量，这对传统注册登记应

用系统和操作人员提出了新要求，唯有变

革与创新，才能应对环境的挑战。

扩大注册登记业务系统带宽

互联网平台的大客户量、 大数据量

的特点， 不仅在前端销售模式上开启了

新的通道， 同时也对后台注册登记系统

进行了颠覆性改革。 面对互联网金融的

创新， 后台注册登记系统首先面临的就

是整体系统的老旧， 数据处理速度缓慢

的问题。囿于传统注册登记系统无法面对

巨大数据量的交易，因此必须进行系统的

更新换代和改造。 如2013年天弘基金与

支付宝开始合作时，面对淘宝网大批的人

群浏览量、交易支付笔数和支付宝里的沉

淀资金，天弘基金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进

行系统建设更新。 2014年，建信基金首次

与海尔集团联手合作推出基于“海融易”

电子商务平台的嘉薪宝货币基金， 为了

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海融易” 平台众

多客户量的需求， 建信基金引入了金证

开放式基金注册登记系统以及开放式基

金直销系统， 并与海尔集团联合开发测

试，最终成功上线。

提升结算系统运行效率

在“余额宝” 的浪潮下，基金公司陆

续推出了各种“宝宝” 类产品，对结算系

统快速运行提出了新要求。 目前，原本被

公募基金行业视为鸡肋的货币基金成为

了各家基金公司角逐的战场，原因在于新

兴业务“货币T+0” 的出现释放出巨大需

求。 货币T+0的重大意义在于投资者可以

把闲置在银行且只能获得0.35%活期利息

的银行存款，转变为既兼顾资金流动性又

享受年化收益率达到3%至4%的货币基

金。 但是实现货币T+0最大的障碍在于复

杂的结算系统。 由于结算过程比较复杂，

因此大多数货币基金实行T+2划付赎回

款，在当天发起赎回基金后，要经历赎回

确认，托管银行将赎回款转到注册登记机

构，注册登记机构再将赎回款划付给销售

机构等程序，最后由销售机构把资金转到

投资者账户。 货币基金T+0赎回业务并没

有改变系统本身的业务逻辑，而是通过机

构垫资、快速过户、主动赎回和实时资金

划付等创新手段，结合系统提供的技术支

持从而实现了基金行业赎回款到账时间

的历史性飞跃。

厘清应用系统内部逻辑链接

在实现各种创新业务的同时， 基金

公司后台应用系统的逻辑链接合理性和

紧密性亦受到挑战。 基金管理公司开放

式基金系统依托的是一种典型的拓扑结

构， 无论对哪一个系统或者业务模块的

更新改造， 必定会影响到整个系统架构

的运转。 因此，新兴业务的每一次推出也

是对所有系统间逻辑链接合理性、 紧密

性的挑战。 在互联网金融的风暴下，注册

登记系统面临的是一场彻底的改变。 从

整体系统的更新换代，硬件性能的提升，

到结合云计算、 大数据理念的业务逻辑

的改变， 再到基金公司后台系统整个拓

扑结构的更新。 每一次改变，都将带来注

册登记业务对互联网创新的重新审视，

都需要注册登记业务为迎接各种挑战做

好完善的准备。

提升注册登记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目前业务模式下，注册登记人员一

方面要负责各类互联网创新业务的开发

测试，另一方面还要负责所有新老业务的

日常操作。 互联网金融创新给TA带来了

非常严峻的挑战。 同时，在大数据互联网

金融时代， 如何快速准确定位创新需求、

如何准确地将业务需求转换为系统开发

目标、如何编制完善的测试方案从而避免

系统漏洞、如何抢占先机在安全高效的前

提下保证系统及时上线，这些都需要注册

登记人员既要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又要有

高度负责、勤勉、奉献的敬业精神。 当新业

务成功上线之后，维护和日常系统运营的

重任就交到了相关业务操作人员的手中。

为了保障各类业务能够正常运转，日常操

作人员必须通过不断学习和培训来更新

自己的专业知识，尽快掌握操作所有新业

务的能力。

总之，万事以人为本，无论是对新系

统、新业务的测试，还是新功能上线之后

的日常操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关人员

对业务逻辑、系统流程、法律法规的深入

学习和全面掌握，因此必须注重提升注册

登记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互联网金融浪潮下

基金管理公司注册登记业务创新

□建信基金运营部

互联网金融是指以依托于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擎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

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 互联网金融不是互联网和金融业的简单结合， 而是在实现安

全、移动等网络技术水平上，被用户熟悉接受后（尤其是对电子商务的接受），自然而然为适应新的需

求而产生的新模式及新业务，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 当前，我国互联网金

融的创新模式大致可分为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金融网络营销和网络融资渠道（P2P、众筹、电商小

贷）等几种类型。

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引入互补性竞争，促进传统金融和新型金融的共同提升，从而大

大提高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 同时，随着互联网创新金融模式的增多，其在发挥简单替代多种融资方

式作用的基础上，也逐渐成为促进金融市场向成熟高效演变的重要助力。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和基金行业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不仅带来

了财富和机遇， 也对传统金融业造成

了无比巨大的冲击， 这样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释放出新的需

求。 互联网生态覆盖了制造商、分销商、

电商平台、物流和最终消费者等多个产

业链节点，这一庞大体系对于金融服务

的需求也迅速提升，为传统金融业提供

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其次，倒逼效率提

升。 传统金融服务业主要依托于人员布

局及线下物理网点进行业务拓展和客

户服务，电子化手段极大地提升了金融

业务的服务效率，减低了传统金融机构

的成本，优化了用户体验。 最后，引入

了跨界竞争机制。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

使旧有的市场格局发生了剧变， 不断

衍生出的金融服务模式， 正在蚕食传

统金融机构的原有市场。 未来传统金

融机构面临的最大危险并非来自于业

内而在业外。

互联网金融对基金行业的影响

作为金融业的生力军， 互联网金融

对基金行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首先，互联网金融为基金公司做大

规模提供了新机遇。 以2013年天弘基金

与支付宝合作推出的“余额宝” 为例，截

至目前其规模已突破千亿元， 取得了巨

大成功， 为所有基金公司展示了平台的

重要性。 其次，互联网平台为基金公司营

销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随着互联网

金融的气息愈来愈浓重， 基金行业从最

初建立自己的网上直销系统， 到货币现

金管理账户的推出， 再到货币基金T+0

快速赎回，以及货币基金还信用卡、充手

机话费、 交水电煤气费乃至于货币基金

作为支付方式进行网络消费等功能的实

现，基金行业互联网创新红红火火，短短

半年间十几家基金公司已争相实现T+0

快速赎回功能。 最后，互联网能够有效地

整合碎片化资金需求。 其运作机制大大

降低了产品化的成本， 通过将散户的碎

片化资金聚拢起来， 为这些需求的产品

化提供了可能。 例如，互联网平台的“零

钱效应” 激发了基金公司纷纷踏入互联

网，推出各种微理财、宝宝等项目产品。

同时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产品创新逐渐深

化， 第三方平台也成为了基金公司追逐

的目标。

互联网金融

对注册登记业务提出的挑战

注册登记作为数据交

换和资金清算的中心 ，承

担着整个基金交易系统的

管理和维护， 涵盖了账户

业务处理、 日常交易处理、

特殊业务处理、分红业务处

理等基金交易业务，是基金

管理公司后台运营的核心。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深刻影

响着基金运营模式，它对前

台销售模式的影响直接引

发了后台运营模式的变革，

对注册登记业务提出了以

下要求。

应对大资管时代的到来

基金行业的社会价值与

责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

发挥价值投资和社会责任

投资功能，服务于实体经济

发展。 二是忠实于受托人责

任，提供可信赖的资产管理

服务 （家庭和公共部门）。

三是发挥风险定价和专业

机构投资者功能，推动资本

市场健康发展。目前，基金公

司的资产管理服务功能成为

基金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伴随着集中登记备案的基本

完成， 中国私募基金市场渐

渐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做市

商制度渐行渐近， 预示着大

资管时代正式到来。 在监管

机构大力推动市场主体建设

的政策导向下， 私募向公募

的进军步伐已不存在任何法

律障碍。 私募基金的大规模

进军， 对于公募基金而言是

一次极大的挑战， 但同时也

是良好的机遇。 在上述形势

下， 私募与公募的不断融合

会使公募基金对于专户资产

管理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

因此，对于后台注册登记业

务，除了要应对公募基金的

发行，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

在专户资产管理方面投入

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应对风

云变幻的大资管时代。

迈入“大” 后台注册登记

现行注册登记业务主要

服务于基金公司内部， 在金

融大同化时代， 对于资管的

划分区别会逐渐模糊， 许多

金融机构正考虑将后台业务

进行外包以达到降低成本的

目的。 因此，具备专业人员和

现代化注册登记系统， 并有

丰富运营经验的基金公司注

册登记团队， 将有机会向其

他金融机构提供后台运营服

务，例如私募基金、银行理财

产品等。 随着服务范围的扩

大， 注册登记业务未来或许

也将迈入“大” 后台化时代。

适应“大” 系统理念

证监会基金报备制度的

改变， 导致新基金发行速度

成倍增加， 基金公司已有业

务数据量将不断增加， 基金

产品线将不断丰富。 这些新

的运营压力将不断考验现有

的注册登记系统。 在新业务

和已有业务的不断催化下，

目前注册登记系统的架构模

式已经渐渐不能满足现有业

务需求，“大” 系统理念正日

渐崭露头角。 该理念是根据

现有运营情况并联合系统开

发商从基金参数设置、 大数

据批处理、 处理前和处理后

数据检查稽核、 报表推送等

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开发

和优化。 大数据理念下新的

注册登记系统将会从业务运

行安全，业务处理效率，业务

服务速度等方面带来系统的

根本性变革， 让大量的人工

操作转化为程序处理和核

对， 避免由于人工操作带来

的风险。 大数据理念下的新

系统将从基金注册登记业务

的最前端设计系统， 从根本

上解决现有业务的跨越式增

长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运营

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