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首批银行理财公

司开业已逾一年。 本报今起推出

“银行理财新航向” 系列高端访

谈，邀请监管部门和银行理财公司

相关负责人多维度解析发展机遇

与愿景。

■

今日视点

7

月

27

日，新三板精选层设立暨首批企业晋层仪式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与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

为新三板精选层鸣钟开市。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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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公司推动资管转型驶入“快车道”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一年前，银行理财公司正式开业，成为大

资管时代重要里程碑。 截至目前，

20

家商业

银行获批设立银行理财公司，并发行千余只

产品。

在监管层引领下，肩负使命的银行理财公

司积极践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主动

回归资管本源的同时，在完善融资结构、提升

金融治理水平、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资本市

场注入活力、 拓宽居民投资渠道等方面贡献

力量。

展望未来， 随着银行理财公司稳步发展，

中国资管转型将驶入“快车道”。

首先，银行理财公司是中国资管领域“新

生儿”，但脱胎于母行，在客户基础、资产配置、

风险控制及产品设计等方面具有自身特色和

优势。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和财

富持续增长。

2019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

100

万亿元， 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 人均

GDP

迈上

1

万美元台阶，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3

万

元。 随着社会财富管理需求持续增长，资管行

业也将步入新的黄金发展期。

第三，就资管行业而言，金融业对外开放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随着资管机构“引进来”步

伐加快， 中国资管机构将迎来更多先进的、专

业的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登上全球资产管理

高水平舞台。

我国资管市场潜力大，但银行理财公司专

业能力、市场化程度和管理效率距离实体经济

和居民的需求，（下转A02版）

督促引导银行理财公司合规健康发展

曹宇：服务实体经济 助力居民财富增长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欧阳剑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

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人民生活为本。

一年多来，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一环， 初生的银行理财公司坚定方向，推

动打破“刚兑” 预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努力

丰富金融产品供给以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

汇集引导更多长期稳定资金以支持经济高质

量发展。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银行理财公司改革开

端良好，理财业务转型有序步入正轨，真正承

担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专业责任，为人民群

众做好资产管理服务。

曹宇强调，银保监会将在严守风险底线的

前提下，保持必要的审慎性和包容性，持续优

化监管规则和监管方式，督促引导银行理财公

司合规健康发展，在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居民

财富增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银保监会将抓

紧开展理财产品销售管理、理财业务流动性风

险管理等配套制度建设。

总体实现“起好步、开好头”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生力量

中国证券报：运行一年多来，银行理财公

司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金融体系优化、居民

财富增长等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接下来，银

行理财公司发展壮大面临哪些战略机遇？

曹宇： 银保监会于2018年12月发布实施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 启动了商

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子公司制改革，并按照“成

熟一家、批准一家”原则，有序批设银行理财公

司。 2019年6月，建信理财、工银理财和交银理

财3家银行理财公司开业。截至目前，已有20家

商业银行获批设立银行理财公司，其中14家开

业运营，首家在华设立的外方控股理财公司也

已获批筹建。 在实践探索进程中，各家银行理

财公司按照资管新规政策导向，积极主动回归

资管本源，坚持公开、透明、简单、净值化的产

品定位，夯实内部管理基础，稳健推进创新，更

加注重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各项业务平稳有序

发展，总体实现了“起好步、开好头” 。

制定实施资管新规是党中央、 国务院审

时度势作出的重大部署， 银行理财公司改革

是落实资管新规的重要措施， 是推动商业银

行回归主业、理财业务回归本源的重要抓手，

是丰富完善我国金融体系、 提升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质效的重要举措。 银行理财公司作为

专门从事理财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通过

在银行表外业务和表内业务间建立一道 “防

火墙” ，实现法人风险隔离；通过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强化自身专业化的理财服务功能，

发展壮大成为一类新的机构投资者力量，丰

富金融机构体系；提供多元化、精细化的资产

管理产品和服务，（下转A02版）

精选层开市交易 新三板竞争力不断提升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新三板精选层设立暨首批企业晋层仪式

27日举行，首批集体晋层的共有32家公司。 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与中国

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为新三板精选层

鸣钟开市。

权威人士指出，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的多层

次资本市场体系， 新三板改革将进一步深化，

新三板市场的辐射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将不断

提升。

深化新三板改革

“设立精选层，既是新三板发展的里程碑，

也是进一步深化新三板改革的起点。 ” 证监会

副主席阎庆民在仪式上表示，证监会将着眼于

构建中国特色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坚持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 进一步推进注册制、

交易结算等基础制度改革，创新融资产品和工

具，做精做细精选层，统筹推进精选层、创新层

和基础层协同发展， 强化市场监管和风险防

范，不断提升新三板市场的辐射力、吸引力和

竞争力。希望有关各方继续关心支持新三板改

革， 共同推动新三板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努力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

性的资本市场。

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常务副市长

崔述强表示， 新三板是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的重要平台， 也是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的重要载体， 为推动北京经济转型升级作

出了重要贡献。下一步，北京市将继续深入落实

国家金融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 以新三板深化

改革为新的契机，着力打造更加开放、包容的金

融生态环境， 更好服务创新型企业持续成长壮

大；全力支持新三板改革发展，推动新三板建设

成为更具创新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资本市场。

“精选层的设立并开市交易， 标志着本次

新三板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措施全部落地实

施。”全国股转公司董事长谢庚说，全国股转公

司将以“错位发展、具有特色” 为原则，持续推

进新三板改革创新， 使改革效应得到更好释

放；同时，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 要

求，恪尽职守，严格监管，持续优化市场生态，

努力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

新三板市场。

首日成交额占新三板的80%

开市首日， 精选层32只股票合计成交

36.23亿元，成交额占新三板全市场的80.21%；

换手率均值为16.83%， 与2019年以来港股新

股上市首日换手率水平一致。个股价格波动主

要集中在上午时段，尤其是开盘后15分钟。 截

至收盘，精选层股票平均市盈率为35.99倍，较

发行市盈率（27.82倍）有所上升。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