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信理财董事长刘兴华：

银行理财可在资管行业发挥更大作用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作为第一家成立并开业的银行理财公司，

建信理财无疑肩负着探索这一新型资管机构

和新兴业态发展道路、 构建行业标准的责任。

建信理财董事长刘兴华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银行理财可在中国资管行业发

挥更积极作用。未来资管行业将以客户和场景

为中心构建生态圈和价值链，产品要围绕客户

与场景需要进行设计。

他认为，对银行理财业务实行独立化、法

人化的子公司制管理，有利于推动其回归资

管业务本源，引导理财资金以合法、规范形

式支持资本市场建设和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发挥机构投资者优势，抓住国家

重要战略机遇是银行理财公司重中之重的

发展策略。

引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

下半年适当加大权益资产配置

中国证券报：银行理财公司被视为资本市

场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重要力量。 作为第一

家开业的银行理财公司，建信理财目前权益类

投资情况如何？今年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会采

取何种策略？

刘兴华：建信理财的使命是成为中国多层

次资本市场重要的参与者与稳定器，为资本市

场带来增量资金。目前，建信理财在股票、债券

等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超过50%。 随着居民财富

的积累，中等收入家庭开始呈现微型资产管理

公司的形态， 对大类资产配置的需求日益增

加，加大权益类资产配置是银行理财公司必须

重视的趋势。当前重点以“固收+” 产品为切入

点，以被动指数投资为发展方向，逐步提高客

户对权益类资产的接受度，强化自身投研交易

能力和风险防控手段。

预计在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

的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将率先从疫

情影响中恢复。 债券收益率进入新稳态，进一

步下行空间有限。 随着市场风险偏好回升，下

半年将适当加大对权益资产的配置。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标”与“非标”在支

持实体经济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如何在机构发

展和支持实体经济之间取得平衡？

刘兴华：标准资产与非标资产共同构成了

现代金融机构提供综合融资服务方案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在改革创新

中取得快速健康发展， 市场承载能力大幅提

升。但非标资产在资产管理行业占有较为重要

的地位。从发达国家资产管理行业的配置方向

看，近年来另类资产占比有所上升。

如何引导理财资金以合法、规范形式支持

实体经济在当前意义重大，尤其是在支持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缓解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

方面，银行理财公司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

投资标准资产外， 随着非标资产估值核算、信

息披露规则的逐步完善，理财资金适当投资非

标资产也可满足各类型企业融资需求，支持实

体经济健康发展。

加强与国际优秀资管机构全方位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提供重要战略机遇

中国证券报：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走出去”

与“引进来”是大势所趋。建信理财在发展海外

业务方面有何考虑？

刘兴华：建信理财坚持走“公司化、市场

化、专业化、国际化” 发展道路。 其中，“国际

化” 是成为世界一流资产管理机构的必由之

路。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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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

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强调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

致辞。 习近平向会议表示祝贺，积极评价亚投

行不断发展壮大，指出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

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

台。 各成员要聚焦共同发展、勇于开拓创新、创

造最佳实践、坚持开放包容，把亚投行打造成

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与时

俱进的新型发展实践平台、高标准的新型国际

合作机构和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中国始终支

持和践行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精神

继续同各成员一道支持和办好亚投行，为国际

社会应对风险挑战、 实现共同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2013年年底，我代表

中国提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推动亚

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 深化区域合

作，实现共同发展。开业4年多来，亚投行坚持国

际性、规范性、高标准，实现良好开局，从最初57

个创始成员，发展到今天的来自六大洲的102个

成员，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

质量越来越高，展示了专业、高效、廉洁的新型

多边开发银行的崭新形象。

习近平指出，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

践表明，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

体，唯有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才是战胜危机的人

间正道。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各

国应该努力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 更加有

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亚投行应

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新平台。

一是聚焦共同发展， 把亚投行打造成推动

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 亚投行应

该致力于服务所有成员发展需求， 提供更多高

质量、低成本、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既要支

持传统基础设施，也要支持新型基础设施，为促

进亚洲及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

二是勇于开拓创新， 把亚投行打造成与时

俱进的新型发展实践平台。 亚投行应该创新发

展理念、业务模式、机构治理，通过灵活多样的

发展融资产品，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绿色发展，

支持技术进步。

三是创造最佳实践， 把亚投行打造成高标

准的新型国际合作机构。 亚投行要把遵循国际

通行标准、 尊重普遍发展规律同适应各成员自

身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机结合起来， 创造国际发

展合作最佳实践。

四是坚持开放包容， 把亚投行打造成国际

多边合作新典范。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顺

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趋势， 同更多发展伙

伴开展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经济全

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

向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始终支持多边主义、

践行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精神同世界

各国共谋发展。 中国将继续同各成员一道支持

亚投行、 办好亚投行， 为国际社会应对风险挑

战、实现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制图/韩景丰

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达成丰硕成果和共识

□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28

日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共同

以视频会议形式主持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双方围绕 “开启后疫情时代中欧合作新局面，引

领全球经济稳健复苏增长” 主题，进行了深入、坦

诚、务实、高效的讨论，就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经济治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欧投资协定

谈判、世贸组织改革、扩大市场开放、数字经济、互

联互通、 金融和税务领域合作等达成一系列丰硕

成果和共识。

双方认为，今年正值中欧建交45周年，在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特殊

背景下，中欧举行经贸高层对话意义重大。双方愿

共同努力， 认真落实好习近平主席与欧洲理事会

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视频会见

以及第二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达成的重

要共识，增进相互理解和包容，在不确定性中创造

确定性，增强市场信心，（下转A02版）

数据来源/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与中国银行业协会联合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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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我国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稳健增长

2019年末，非保本理财产品4.73万只，存续余

额23.40万亿元，同比增长6.15%。净值型理财产品

发行力度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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