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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金牛理财产品” 评选获奖名单

券商资管

●2014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管计划（19 只）

股票型（3 只）：兴证金麒麟顶端优势

国泰君安君得悦

国泰君安君享富利

混合型（6 只）：恒泰先锋

2

号

中信证券稳健回报

华龙金智汇灵活配置

兴证玉麒麟价值成长

兴证鑫享

1

号集合计划

宏源

3

号红利成长

量化型（3 只）：长江超越理财量化

2

号

广发量化避险

光大阳光集结号套利宝一期

FOF���（2 只）：国泰君安君享精品一号

东兴

1

号

债券型（5 只）：中信聚利

1

号

华泰领先

1

号

东莞旗峰财富

2

号

���������������������海通季季红

东方红增利

3

号

●三年期金牛券商集合资管计划（9 只）

FOF���（1只）：中信基金精选

股票型（1只）：兴证金麒麟

5

号

债券型（2 只）：安信理财

1

号

光大阳光

5

号

混合型（5 只）：中金安心回报

光大阳光

7

号

广州红棉

1

号优选

光大阳光避险增值

兴证玉麒麟

2

号

●2014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人奖（6 家）

一年期综合奖项（5家）：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进取奖项（1 家）：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年期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人奖（4 家）

三年期综合奖项（3 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进取奖项（1 家）：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理财

●2014年度“金牛银行理财产品”（保证收益型）

（2只）

上海银行·慧财点滴成金系列

农业银行·金钥匙本利丰系列

●2014年度“金牛银行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2 只）

包商银行·佳赢系列

天津银行·聚富计划

●2014 年度“金牛银行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5 只）

重庆银行·长江鑫利系列

浦发银行·尊享盈系列

渤海银行·渤盛系列

平安银行·平安财富和盈资产管理系列

南京银行·聚富系列

●2014年度金牛理财银行奖（5 家）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金牛卓越资产管理奖（1 家）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

互联网理财综合平台是大势所趋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

余栋在第三届 “金牛财富管理论坛”

暨2014年度“金牛理财产品” 颁奖典

礼上表示， 理财平台向互联网转型是

大势所趋， 非常看好互联网金融的普

惠金融特色。 他认为，未来互联网理财

可能会出现六个特点。

一是从单品销售向平台型理财

超市的转变。目前理财产品是分业的

银证保产品，将来平台效益会越来越

突出，消费者将享受平台经济带来的

收益。

二是从网点+PC向PC+移动端的

转变。 金融产品的研发和销售不依赖

实际物流，适合网络空间。

三是从关注特定客户向关注全量

客户转变。 过去很多理财客户是高净

值客户，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长尾效

应逐渐显现， 全体老百姓都有机会进

行理财， 现在很多互联网理财产品有

很大的普惠性质， 这可能也是传统理

财面临转型的重要原因。

四是从单品的服务向一篮子财富

管理方案的转变。

五是从撒网式的销售向精准化转

变。 在互联网时代，管理机构越来越基

于自身的数据和第三方数据更好地对

客户和产品进行标准化研究， 可以精

准发现产品和客户的特性。

六是从实物经济向资产性经济

转变。 我国公民60%的资产为房地

产，10%的资产为金融产品，只有4%

的家庭配置了互联网金融产品。互联

网金融产品目前在家庭配置中占比

太小。 将来居民会配置更多的P2P，

众筹和投资者可以配置众筹产品也

是必然趋势。

姚余栋表示， 搭建综合理财平

台， 或向互联网转型可能是大势所

趋，它是一个传统理财行业和互联网

理财行业的整体融合，既是竞争也是

融合。资产管理行业在中国甚至全球

的前景很大，非常看好中国互联网金

融的发展，也非常看好这个行业的普

惠金融特色，希望能够为所有的公众

服务。

第三届“金牛财富管理论坛” 暨2014年度“金牛理财产品” 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业内人士呼吁加强财富管理业顶层设计

□

本报记者 任晓

8月1日，第三届“金牛财富管理论坛” 暨2014年度“金牛理财产

品”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民生银行、广发银行、中国银行、渤海银行、宁

波银行五家银行获得“年度金牛理财银行奖” ，中信证券、光证资管、兴

证资管、申万宏源证券四家券商获得“三年期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

人奖” 。

金牛助力财富管理业健康发展

在过去几年中， 国内理财市场发展迅速，2014年银行理财市场继

续扩张，理财规模平稳增长，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 银行理财规模在

各类资产管理业务中已经位居首位； 券商资管产品在由审批制转为备

案制后，开始步入发展快速期，产品数量及管理规模呈现爆发性增长。

在本次“金牛理财产品” 评选中，银行理财产品的定量评价指标主

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发行能力、产品透明度、产品服务等；券商资

管评选的定量指标主要包括风险调整后收益、波动率、下行风险等。 在

定量评价的基础上，由各界专家组成的评审组进行定性分析，选出了优

秀的理财产品与银行、券商资产管理人。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何德旭在论坛上表示，“金牛理

财产品”对银行理财、券商资管中的好产品、好服务进行集中评选和展

示，对于提高投资者信心，引导投资者的理性投资行为，特别是促进财

富管理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打造理财行业升级版

在“金牛财富管理论坛”上，各界专家对于理财市场未来发展充满

期望与信心。连续第三届参加“金牛财富管理论坛”的中国银行业协会

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表示，应当从八方面打造银行业理财2.0版。 他表示，

应该实现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组合、金融资产与实体资产的配置、国

内与国际的统一，更加注重个性化。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表示， 未来理财产品发展的

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单品销售向平台型理财超市的转变。 当前产品销售

的主流是分业的银证保产品的各自销售， 而未来平台效益会越来越突

出。相应的，理财产品上的服务也会从单品服务向一篮子财富管理方案

转变。

专家指出，财富管理行业也存在诸多问题。 何德旭表示，目前对财

富管理行业的顶层设计十分薄弱。 虽然多数金融机构对财富管理行业

抱有极高热情，都在开展相关业务，但总体还是处于分散、自发的状态，

缺少整体战略规划，需要重点研究。他希望，正在制定的国家“十三五”

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规划，能在财富管理领域有所突破和创新。要解决

该问题，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 希望金融监管部门能加快改革步伐，

推出更多支持、鼓励行业发展的政策；财富管理机构也须不断提高自我

创新、自我规范、自我发展的能力。

浙商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朱永利表示， 资管业务能有效推动银

行收入结构、客户结构、资产结构转变和战略转型，无论是外部需求，监

管引导和银行自身发展需要， 银行理财和资管业务未来的重要性会提

高，发展会更加高速和健康。

普惠金融风险机遇并存

针对网贷行业迅速成长，本次论坛也就此进行了专题讨论。中国社

科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秘书长尹振涛表示， 互联网金融业

务很多跟普惠金融概念相近，普惠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中小企业

和大众创业上都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创造出新的产品，能让更多人获得

低成本、便捷的金融服务。

业内人士也对普惠金融的前景进行了充分讨论。 玖富首席战略官

林彦军表示，希望能创造新的产品和工具，把所有的人利益都满足，建

立不同的场景，帮助客户创造价值。 正在推动的移动金融+，使金融可

以嵌入到每个产品中去，创造出原来没有的需求。

金信网首席运营官安丹方表示， 近期推出的监管意见鼓励互联网

金融企业和传统行业对接。目前，网贷企业已经在规划探讨和寻求合作

伙伴，包括进入互联网证券、互联网信托等，这些业态在架构和运营策

略上与网贷有较多类似之处，网贷企业如果能和传统金融相结合，在这

些方面会有较强竞争力。

本活动由中国证券报·金牛理财网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

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提供学术支持，新华网、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和

《参考消息》报社协办。 自2012年开始，中国证券报·金牛理财网建立

了针对银行理财与券商集合资管产品的评奖体系， 并成功举办了两届

“金牛财富论坛” 暨“金牛理财产品” 评选活动，已经成为业内著名的

银行理财和券商资管评奖品牌。在未来时机成熟后，计划还将互联网理

财等新兴理财方式纳入评选。

券商：下半年资产配置

采取绝对收益思路

□

本报记者 徐文擎

与会券商资管人士认为， 下半年股市

恢复稳定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这

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则

是如何在市场情绪逐步企稳的前提下有效

降杠杆。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事业部总经

理万继龙认为，从情绪波动的角度来看，

目前市场已经到了相对较低的位置，又

有“国家队” 的支持，投资者情绪会逐步

稳定。

他表示，对于下半年的资产配置，将采

取绝对收益思路。 下半年债券市场不会有

超额收益，但会提供比较稳定的收益。股市

下半年对机构投资者来讲可能会有比较好

的机会，因为下半年增量资金不会太充裕，

趋势性机会减少，但个股还有机会，机构可

以自下而上挖掘机会。

万继龙表示， 倾向于投资那些代表

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方向性的股票， 并且

长期持有。场外部分PE的做法值得借鉴。

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 他们看中的不是

短期二级市场差价，而是相对长期一点，

整个市值的扩大和产业方向的发展机

会， 场内投资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挖掘一

些机会。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部投资总监、 投资

决策小组组长尹占华认为， 短期内沪综指

空间应该在3300点至4300点左右，4500

点是一个比较重的心理阻力点位。另外，因

为场外融资和场内融资的成本中枢逐步下

移，空间上3300点至4300点的中枢点位可

能也会震荡下移， 这样股市就由硬着陆变

成软着陆，走势也会比以前更健康，并且目

前情绪应已稳住， 从这个角度看救市是非

常成功的。

对于下半年的操作思路，他表示券商

资产管理采取的绝对收益思路，大类配置

上以债券为主，同时看好经过调整后有改

革预期的股票。 经过这轮调整后，部分公

司的估值已相对便宜，可以逐步买入。 从

行业来看，对改革预期明确的企业持乐观

态度，国企改革和军工是不错的主题性机

会。 在5月底，安信资管已经强制要求，债

券类产品持有转债和转债转成的股票总

仓位不能超过2%； 强制要求股票类产品

的权益仓位不能超过30%，并及时取消了

对投资经理的相对排名考核。 另外，管理

银行理财资产也是安信资管一个重要部

分，现在规模越来越大，在对银行理财资

金的管理上， 今年年化收益基本均超过

10%。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权益投

资总监杨定光称，在目前点位上，绝大部

分股票的估值还是需要谨慎。对于投资人

而言，后续的市场虽然会比较难做，但还

存在一些机会，比如部分估值合理的蓝筹

股，但操作上倾向于谨慎。 对于下半年的

资产配置， 量化对冲基金目前发展不错，

回报率可以做到超过两位数，可能会是一

个选择。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左一）为获奖者颁奖并合影。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