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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高管“公转子” 资管业人才战升级

□本报记者 张凌之 吴娟娟

近日， 中国证券报

记者从多个信源获悉，

某公募基金高管即将离

任， 转而出任一家股份

制银行理财子公司首席

投资官。 这是继中国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

投）原资产配置总监范

华加盟招银理财之后，

又一资管行业重量级人

物加盟理财子公司。 而

她或是首位加盟理财子

公司的公募基金高管，

资管行业的人才争夺战

大有升级之势。

子公司广发英雄帖

近日，记者从多个信源获悉，某大型公募基金公

司高管即将离任， 出任某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的

首席投资官。

作为资本市场老将，这位高管有过多家券商、保

险、基金公司的工作经验，擅长大类资产配置，并在

金融科技领域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其将任职的

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也非常重视金融科技， 两者

可谓相得益彰。

此前， 原中投资产配置部总监范华加盟招商银

行理财子公司———招银理财首席投资官。据了解，范

华的资产配置理论和实践经验受到众多银行、 基金

公司高管的认可。

而这或许只是公募高管转战理财子公司的

开始。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9月30日，今年前三季

度，公募基金行业已发生253起高管变更，涉及基

金公司97家，创同期历史新高，接近去年全年98家

基金公司变动的水平。具体来看，今年已有26家基

金公司董事长发生变动， 有36家基金公司总经理

发生变动，此外也有不少基金公司副总经理、督察

长和首席信息官发生变动。目前尚不得而知，到底

有多少基金公司高管离职之后， 已经加入或者准

备加入理财子公司。 不过，这至少说明，公募基金

行业人才流动一向充分。在此前提下，随着理财子

公司的入场， 资管行业人才流动还有很大的想象

空间。 事实上，部分理财子公司已经发出英雄帖，

广纳英才。

6月中旬，邮储银行发布招聘公告，中邮理财董

事长一职赫然在列。从招聘条件看，主要包括具有丰

富的金融机构从业经验， 熟悉资产管理业务盈利模

式，熟知资产管理业务内控制度，具备与拟任职务相

适应的风险管理能力等， 具有大型金融机构资产管

理工作经验者将被优先考虑。

业内人士表示， 理财子公司在筹建过程中展开

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 势必会从投研能力更强的公

募基金公司挖掘高端人才， 这是造成公募基金高管

变动的一大因素。事实上，理财子公司与公募基金的

人才争夺战早已开始。

某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从2017年底开始便已着手准备理财子公司筹备

的相关事宜，一直在进行相关人才储备和招聘，并积

极向公募基金“取经” 。

范华于2019年9月加盟招银理财后，也在金融监

管研究院的交流中表示， 目前招银理财仍在寻求投

研人才，希望找到投资业绩优秀、理念合拍的人。

一般来说，股份制银行在薪酬激励上更灵活。作

为首批获批的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 光大理财与

招银理财的人才招募备受市场关注。 今年8月，招商

银行旗下资产管理部门在其官网微信公众号发出英

雄帖，招聘另类组合投资、策略开发经理等多个岗位

的人才。光大理财也早已官宣人才招募要求。从招聘

公告来看，首席投资官、首席技术官都面向社会公开

招募。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很少有金融机构内部设立

首席技术官一职。 此前部分金融机构已经开始设立

首席信息官职位， 但招聘首席技术官的资管机构并

不多见。 这或许表明，未来，金融科技将在理财子公

司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光大理财官网发布

的招聘职位还包括产品市场部、 研究数据部等多个

部门的职位。

人才大战或已打响

一直以来，理财子公司与公募基金的竞争

与合作颇受市场关注。 例如，理财子公司的公

募产品在投资范围上本身就具有一定优势，而

在渠道方面又有母行可以依靠，因此，公募基

金如何迎战理财子公司，也是公募基金行业需

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多家公募基金高管都表示重视来自理

财子公司的潜在竞争。

北方某公募基金公司负责人认为，银行理

财擅长固定收益投资， 公募基金擅长股票投

资，购买这两类产品的客户分属两类不同风险

偏好群体。 从长期看，公募基金还会面临来自

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压力，如果银行能在股票投

资方面建立起自身优势，那将对公募基金带来

一定挑战。 而在固收投资领域， 银行一直都是

公募基金强劲的竞争对手。

一家中型公募基金总经理表示， 理财子公

司的进入， 迫使公募基金公司尽快提升权益投

研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理财子公司的发展也面

临自己的问题， 如何按照资管新规的要求实

现理财产品的转型便是理财子公司的当务之

急。 而银行理财相关人士也表示，理财子公司

的战略定位是财富管理机构还是资产管理机

构也是困扰他们的一个问题， 前者着力为客

户提供一篮子服务， 从了解客户需求到根据

客户需求制定方案， 而后者则以提供理财产

品为主。

发力“非标” “挖角” 信托

理财子公司与公募基金人才战大幕的拉

开，将使银行理财子公司并不占优的主动管理

能力不断提升。 而作为银行资管的强项，理财

子公司在非标投资方面也有较强的经验和风

控能力，未来银行理财子公司在封闭式产品运

作方面， 或继续强化非标债权资产的投资，从

而提升产品收益和吸引力。

北方某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作为银行资管的强项，未来理财子

公司要在非标投资领域重点布局。 而某信托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基于银行的业务惯性，理财

子公司成立初期可能会延续母行的理财业务

结构，而非标债权资产作为提升收益、协同母

行信贷业务的重要方式，预计将继续被重视。 ”

记者了解到， 理财子公司也在从信托公司

“挖人” ，为未来开展非标业务储备人才。2018年

12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

管理办法》规定，银行理财子公司全部理财产品

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余额在任何时点

均不得超过理财产品净资产的35%。 目前公募基

金不能投资非标产品， 分级基金退出江湖之后，

分级类公募产品也将不复存在。但是理财子公司

发行的公募产品却可以投资非标，且可分级。 理

财新规发布之后，可投资非标已经成为理财子公

司公募产品的显著优势。 而优质投研人才的加

盟，更有助于理财子公司优势的发挥。

资管行业格局生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表文章指出，目前

理财子公司主要以三种方式招聘人才：一是通

过猎头高薪“挖人” 。 这类主要针对高管职位，

有时也通过官网、公众号发布招聘信息。 二是

将母行资管部门进行平移。 目前这种方式较为

普遍，如原工行资管部总经理顾建纲出任工银

理财董事长，原金融市场部兼同业业务部负责

人唐凌云出任理财子公司总裁；原建行资管部

总经理刘兴华出任建信理财法人代表、 董事

长， 同样来自建行资管部的谢国旺则出任总

裁。 三是内部直接培养，从银行内部员工中选

拔人才，负责理财子公司的运营。

在招聘岗位方面， 已开业的理财子公司

“火力” 主要集中在技术、产品、投研、风险管

理、金融市场、综合管理等板块。

工作经验方面，董事长职位的招聘条件主

要包括具有丰富的金融机构从业经验，熟悉资

产管理业务盈利模式，熟知资产管理业务内控

制度，具备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风险管理能力

等，“具有大型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工作经验者

将被优先考虑” 。 首席投资官以及重要领导岗

位一般要求12年以上相关领域工作经验，8年

以上行内管理经验，精通金融行业及资管领域

知识。 投资岗、风险合规岗、销售岗等部门负责

人则要求8年以上工作经验，3年以上行内管理

经验，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丰富的管理经验和

扎实的法律基础。 其他岗位至少3年以上工作

经验，并且优先考虑拥有CPA或CFA证书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银行系公司

薪酬相对固定， 与公募基金相比缺乏竞争力，

但目前来看这种认识正在被颠覆。 据了解，某

股份银行理财子公司的风险控制部经理岗位

开出的薪资在120-156万元之间，而资产超过

2000亿元的某家上市银行理财子公司招聘负

责人，开出的年薪在300-600万元之间。 理财

子公司正不遗余力地提升薪酬竞争力以招徕

人才。

这对于公募基金、信托公司意味着什么？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给出的结论是： 资管

行业旧的平衡已被打破， 新的格局正在建立。

业内人士表示，在外资加速入场，理财子公司横

空出世的前提下， 我国资管行业正面临大变

局———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人才流动越来越

充分。 对于公募基金、信托公司、理财子公司来

说，“躺赢” 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广大的投资者、

对于行业健康发展而言，这或许是一件好事。

名称 母行

注册资本

（亿元）

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银行

150

中国银行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

100

农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农业银行

120

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交通银行

80

工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银行

160

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银行

50

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银行

50

中邮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邮储银行

80

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

50

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银行

10

宁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银行

10

徽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徽商银行

20

获批理财子公司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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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高管“公转子 ”

资管业人才战升级

本报记者 张凌之 吴娟娟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个信源获悉，某公募基金高管即将离任，转而出任一家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首席投资官。 这是继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 ）原资产 配置

总监范华加盟招银理财之后，又一资管行业重量级人物加盟理财子公司。 而她或是首位加盟理财子公司的公募基金高管，资管行业的人才争夺战大有升级之势。

子公司广发英雄帖

近日，记者从多个信源获悉，某大型公募基金公司高管即将离任，出任某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的首席投资官。

作为资本市场老将，这位高管有过多家券商、保险、基金公司的工作经验，擅长大类资产配置，并在金融科技领域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其将任职的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

司也非常重视金融科技，两者可谓相得益彰。

此前，原中投资产配置部总监范华加盟招商银行理财子公司———招银理财首席投资官。 据了解，范华的资产配置理论和实践经验受到众多银行、基金公司高管的认可。

而这或许只是公募高管转战理财子公司的开始。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9月30日，今年前三季度，公募基金行业已发生253起高管变更，涉及基金公司97家，创同期历史新高，接近去年全年 98家基金公司变动的水 平。 具体

来看，今年已有26家基金公司董事长发生变动，有36家基金公司总经理发生变动，此外也有不少基金公司副总经理、督察长和首席信息官发生变动。目前尚不得而知，到底有多

少基金公司高管离职之后，已经加入或者准备加入理财子公司。 不过，这至少说明，公募基金行业人才流动一向充分。 在此前提下，随着理财子公司的入场，资管行业人才流动

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事实上，部分理财子公司已经发出英雄帖，广纳英才。

6月中旬，邮储银行发布招聘公告，中邮理财董事长一职赫然在列。 从招聘条件看，主要包括具有丰富的金融机构从业经验，熟悉资产管理业务盈利模式，熟知 资产管 理业

务内控制度 ，具备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风险管理能力等，具有大型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工作经验者将被优先考虑。

业内人士表示，理财子公司在筹建过程中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势必会从投研能力更强的公募基金公司挖掘高端人才，这是造成公募基金高管变动的一大因素。 事实

上，理财子公司与公募基金的人才争夺战早已开始。

某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17年底开始便已着手准备理财子公司筹备的相关事宜 ，一直在进行相关人才储备和招聘，并积极向公募基金“取经” 。

范华于2019年 9月加盟招银理财后，也在金融监管研究院的交流中表示 ，目前招银理财仍在寻求投研人才，希望找到投资业绩优秀、理念合拍的人。

一般来说，股份制银行在薪酬激励上更灵活。 作为首批获批的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光大理财与招银理财的人才招募备受市场关注。 今年8月，招商银行旗下资产管理部

门在其官网微信公众号发出英雄帖，招聘另类组合投资、策略开发经理等多个岗位的人才。 光大理财也早已官宣人才招募要求。 从招聘公告来看， 首席投资官、首席技术官都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很少有金融机构内部设立首席技术官一职。 此前部分金融机构已经开始设立首席信息官职位，但招聘首席技术官的资管机构并 不多

见。 这或许表明，未来，金融科技将在理财子公司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光大理财官网发布的招聘职位还包括产品市场部、研究数据部等多个部门的职位。

人才大战或已打响

一直以来，理财子公司与公募基金的竞争与合作颇受市场关注。 例如，理财子公司的公募产品在投资范围上本身就具有一定优势 ，而在渠道方面又有母行可以依靠，因此，

公募基金如何迎战理财子公司，也是公募基金行业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家公募基金高管都表示重视来自理财子公司的潜在竞争 。

北方某公募基金公司负责人认为，银行理财擅长固定收益投资，公募基金擅长股票投资，购买这两类产品的客户分属两类不同风险偏好群体。 从长期看，公募基金 还会面

临来自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压力 ，如果银行能在股票投资方面建立起自身优势，那将对公募基金带来一定挑战。 而在固收投资领域，银行一直都是公募基金强劲的竞争对手。

一家中型公募基金总经理表示，理财子公司的进入，迫使公募基金公司尽快提升权益投研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理财子公司的发展也面临自己的问题，如何按照资管新规的要求实现理财产品的转型便是理财子公司的当务之急。 而银行理财相关人士也表示 ，理财子公

司的战略定位是财富管理机构还是资产管理机构也是困扰他们的一个问题，前者着力为客户提供一篮子服务 ，从了解客户需求到根据客户需求制定方案 ，而后 者则以 提供理

财产品为主。

发力“非标 ” “挖角” 信托

理财子公司与公募基金人才战大幕的拉开，将使银行理财子公司并不占优的主动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而作为银行资管的强项，理财子公司在非标投资方面也有 较强的 经

验和风控能力 ，未来银行理财子公司在封闭式产品运作方面 ，或继续强化非标债权资产的投资，从而提升产品收益和吸引力。

北方某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银行资管的强项，未来理财子公司要在非标投资领域重点布局 。 而某信托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基于银行 的业务

惯性，理财子公司成立初期可能会延续母行的理财业务结构，而非标债权资产作为提升收益、协同母行信贷业务的重要方式，预计将继续被重视。 ”

记者了解到，理财子公司也在从信托公司“挖人” ，为未来开展非标业务储备人才。 2018年 12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规定，银行理财子公司

全部理财产品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余额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理财产品净资产的35%。 目前公募基金不能投资非标产品 ，分级基金退出江湖之后，分级类 公募产 品

也将不复存在。 但是理财子公司发行的公募产品却可以投资非标，且可分级。 理财新规发布之后，可投资非标已经成为理财子公司公募产品的显著优势。 而优质投研人才的加

盟，更有助于理财子公司优势的发挥。

资管行业格局生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表文章指出，目前理财子公司主要以三种方式招聘人才 ：一是通过猎头高薪“挖人 ” 。 这类主要针对高管职位，有时也通过官网、公众号发布招聘信

息。二是将母行资管部门进行平移 。 目前这种方式较为普遍，如原工行资管部总经理顾建纲出任工银理财董事长，原金融市场部兼同业业务部负责人唐凌云出任理财子公司总

裁；原建行资管部总经理刘兴华出任建信理财法人代表 、董事长，同样来自建行资管部的谢国旺则出任总裁。 三是内部直接培养，从银行内部员工中选拔人才，负责理财子公司

的运营。

在招聘岗位方面 ，已开业的理财子公司“火力” 主要集中在技术、产品 、投研、风险管理、金融市场、综合管理等板块。

工作经验方面，董事长职位的招聘条件主要包括具有丰富的金融机构从业经验，熟悉资产管理业务盈利模式，熟知资产管理业务内控制度，具备与拟任职务相适 应的风 险

管理能力等，“具有大型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工作经验者将被优先考虑” 。 首席投资官以及重要领导岗位一般要求 12年以上相关领域工作经验，8年以上行内管理经验，精通金融

行业及资管领域知识。 投资岗、风险合规岗 、销售岗等部门负责人则要求8年以上工作经验，3年以上行内管理经验，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扎实的法律基础 。

其他岗位至少3年以上工作经验，并且优先考虑拥有CPA或CFA证书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银行系公司薪酬相对固定 ，与公募基金相比缺乏竞争力，但目前来看这种认识正在被颠覆。 据了解，某股份银行理财子公司的风险控 制部经

理岗位开出的薪资在120-156万元之间 ，而资产超过2000亿元的某家上市银行理财子公司招聘负责人，开出的年薪在 300-600万元之间。 理财子公司正不遗余力地提升薪酬竞争

力以招徕人才。

这对于公募基金、信托公司意味着什么？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给出的结论是：资管行业旧的平衡已被打破 ，新的格局正在建立。 业内人士表示，在外资加速入场，理财子公司横空出世的前提下，我国资管行业正面

临大变局———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才流动越来越充分。 对于公募基金、信托公司、理财子公司来说，“躺赢 ” 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广大的投资者、对于行业健康发展而 言 ，这

或许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