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向信托备案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主动管理类证券投资信托渐热

□本报记者 刘夏村

近日， 万向信托已向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登记，备

案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据悉，这是

国内首家在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

统” 进行备案的信托公司。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万向信托

这一举动或与布局主动管理类证券

投资信托有关。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

解到，受业务费率下滑等因素影响，

目前有信托公司表示将加强证券投

资领域的主动管理能力。

肖风掌舵信托新动向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 显示，

万向信托在该备案系统的登记时间

为10月23日， 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

肖风。 前述公示信息显示， 截至目

前， 万向信托是唯一一家在此备案

的信托公司。

就此， 中国证券报记者致电万

向信托相关人士， 对方表示除了相

关已公示信息外， 目前尚不便透露

更多信息。 一些业内人士则认为，万

向信托这一举动或与其布局主动管

理类证券投资信托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 据万向信托

2013年报显示：“2013年，公司持续

构建基础设施建设信托基金、 房地

产信托基金、产业引导信托基金、证

券投资信托基金、 资产流动类信托

基金等5大类信托基金产品。 ”

此外， 万向信托所具有的证券

基因也颇引人关注。 作为万向信托

的核心人物， 其董事长肖风在加盟

万向集团之前，曾于1993年至1998

年担任深圳市证券监管办公室副处

长、处长，于1998年至2011年担任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

总裁。

相关资料显示， 万向信托的前

身是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信托投资

公司，成立于1986年，后于2012年完

成重新登记， 同年8月18日复牌营

业，目前注册资本13.39亿元，股东为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烟草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邮

政公司、巨化集团公司等。

试水主动管理证券投资

实际上， 在万向信托备案私募

基金管理人之际， 亦有信托公司表

示将布局主动管理类证券投资信托

业务。

例如，近期四川信托“新掌门”

刘景峰就表示， 将发展证券投资信

托作为四川信托的转型路径之一，

开展股票投资、上市公司定增、并购

等证券投资业务， 甚至将招聘基金

经理，发展证券投资主动管理业务。

近日， 四川信托研发部在一份

报告中表示， 四川信托将在自营投

资投研人员基础上， 培育一批具备

专业化投资能力的信托经理， 打造

具有川信特色投资品牌， 使资本市

场投资作为财富管理的重要手段，

实现业务转型。

目前， 信托公司发行的证券投

资信托产品多具有“通道” 性质，

产品实际管理人往往为劣后级投

资者或投资顾问。 随着私募基金管

理人主体资格确立之后可以直接

发行产品，以及更多的信托公司加

入到这一业务竞争中来，使得信托

公司从事这一业务的费率呈现下

滑趋势。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信托而言，

长期来看， 信托公司需要适时摆脱

对其他金融机构投资顾问方面的依

赖， 增强主动投资管理的投入。 不

过，与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相比，信

托公司证券投资业务的主动管理能

力较弱， 尤其是在证券投研能力上

较为欠缺。

对此，某信托公司研究员认为，

短期内， 信托公司可以借助基金中

的基金（FOF），通过持有其他证券

投资基金间接持有股票、 债券等证

券资产组合， 同样能体现信托公司

的主动管理能力。

贵金属强劲反弹

□天誉金泰分析师 夏鹏宇

目前市场风险情绪依然高涨，截至上周五收盘，

标普再创历史新高，三大股指全线上扬。资金加速涌

向股市，推升市场风险情绪。

在市场风险偏好回升， 以及美元指数持续强势

的打击下，贵金属在上周初持续回落，黄金一度击穿

1150美元/盎司关口。世界最大的黄金ETF� SPDR规

模持续缩小，上周减持6.53吨，至720.62吨，机构仍

旧强烈看空黄金走势，但是最大的白银ETF� SLV却

大幅增持62.59吨，至10789.82吨，对白银后市持乐

观态度。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显示，

COMEX黄金投机性投资者上周净多头减少6399

手， 至38673手合约。 COMEX白银净空头减少

4180�手，至1664手合约。 显然，机构在看待黄金和

白银后期走势上出现分歧。

上周五数据显示， 美国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数据

显示5年期通胀预期创12年新低，以及OPEC可能限

产，以抑制原油价格持续下跌的势头，原油出现报复

性反弹。贵金属同样出现大幅反弹，黄金涨幅达到40

多美元/盎司，一举收复1180美元/盎司关口。实物需

求方面，面对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疯狂购金，

以便对抗西方。 石油与天然气贡献的税收约相当于

俄罗斯政府一半的预算收入， 还相当于俄罗斯10%

的GDP。 油价的持续下跌，重创俄罗斯经济。 目前其

黄金储备规模已经超过中国，排名全球第五。

最新民调显示瑞士黄金公投赞成的人数明显占

优。 若瑞士公投通过， 瑞士要买入的黄金量可能在

1500吨至1800吨，这将在未来5年内完成，相当于黄

金年产量的7%至10%，将大幅推升国际黄金价格。

近期数据显示， 三个月黄金远期利率（GOFO）

在周线级别上已转向负值水平。 负利率水平就暗示交

易员需要用现金来借贷黄金，而非使用特权支付。自去

年以来发生的四次这种情况有三次看到了金价反弹。

本次贵金属在上周五出现报复性反弹，以修复近期的

超跌行情。 天誉金泰认为，贵金属反弹十分强劲，突破

关键性阻力，黄金站上1180美元/盎司关口，或开启新

的反弹空间。美元指数测试前期高点遇阻回落，或出现

回调。 在瑞士公投之前，贵金属多头将获得提振。

沪港通启动

商业银行喜搭顺风车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沪港通” 试点于11月17

日正式启动。 在两地资本市场

欢呼雀跃的同时，多家商业银

行搭上“顺风车” 。 近日，中国

银行发布公告称，获得沪股通

结算银行资格，由中银香港和

中行上海市分行分别担任香

港和内地结算银行。 工商银行

也发布公告称，获得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公司）批复，成为港

股通业务结算银行，可办理港

股通业务的资金跨境结算和

换汇等业务。

银行迎“阶段性利好”

中行公告称，中登公司同

意中行“港股通” 跨境资金结

算业务资格申请，并指定中银

香港作为中登公司在香港结

算的开户银行，办理相关结算

业务及换汇业务。

中行副行长岳毅介绍 ，

“沪港通” 包括“沪股通” 和

“港股通” 两个方面。 其中，中

银香港和中行上海分行获得

“沪股通” 的独家汇兑和结算

资格；而在“港股通” 方面，国

有五大行均获得结算银行资

格，中银香港被指定为唯一汇

兑银行。至此，中行已获得“沪

港通” 全部业务资格， 成为

“沪股通” 独家结算银行和

“港股通” 结算银行及独家指

定银行。

不过， 中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沪港通结算业务本身带来

的直接或间接收入都非常有

限， 虽然会收取一定手续费，

但基于服务客户的目的，中行

基本能免则免。 “目前中行是

沪股通独家结算银行，沪港通

对中行是阶段性利好，而随着

金融改革的深化，还会有更多

利好释放。 ”

与此同时， 工行方面相关

负责人透露，工行已制定了包

括跨境资金结算、人民币港币

换汇以及账户结算透支等一

揽子“港股通” 服务方案，并

将通过总行、境内上海分行和

在港的全资子公司工银亚洲

之间的协调联动，服务“港股

通” 业务。

高净值客户是主力

按照规定， 试点初期，香

港证监会要求参与港股通的

内地投资者限于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条件为证

券账户及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 银行

业内人士透露， 目前来看，内

地的高净值客户人群将是试

点初期的“主力” 。 《2014中

国高净值人群养生白皮书报

告》显示， 目前中国千万富

豪人数已达109万人，比上一

年增加4万人， 涨幅3.8%；其

中亿万富豪人数已达 6.7万

人，比上一年增加2500人，涨

幅3.7%。 预计未来3年，中国

千万富豪人数可能达到121万

人， 亿万富豪人数可能达到

7.3万人。

毕马威中国金融服务业合

伙人李乐文直言，“真正的大

富豪， 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渠

道去境外投资。 银行为的是那

些介于普通客户和私人银行客

户之间的高净值人群， 这部分

人群在近年来正快速增长。 通

过沪港通， 他们可以获得更多

的理财投资服务。 ”

不过，资深投资人士提醒

投资者，由于香港股市在交易

规则等方面与A股存在一定

差异，投资者可能面临一些特

殊风险。 比如，与相对封闭的

A股市场不同，港股市场上外

汇资金自由流动，海外资金的

流动与港股价格之间表现出

高度相关性，投资者在参与港

股市场交易时面临全球宏观

经济和货币政策变动导致的

系统风险相对更大。 此外，沪

港两地交易日存在差异，仅有

两地均为交易日且能够满足

结算安排的交易，才是港股通

交易日。 圣诞前夕、元旦前夕

或除夕日为港股通交易日的，

仅有半天交易，且当日为非交

收日。

第三方支付加速圈地

跨境支付成新增长点

□本报记者 殷鹏

“双十一” 阿里一天卖571亿

元， 但仅仅是中国的购物狂欢节还

远远不够，国际化更是成为今年“双

十一” 的主打牌，海淘市场成为各电

商平台 “双十一” 的全新战场。

从今年10月美国第二大零售商

Costco进驻天猫开始， 就意味着

“双十一” 开辟“海淘” 新战场。 天

猫方面表示， 用户可以通过天猫国

际购买国际一线品牌。

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亚马逊中国

同样高调布局。 今年10月底亚马逊

中国宣布美国、德国、西班牙、法国、

英国和意大利全球6家站点开通直

邮中国服务， 总计涉及8000多万种

国际商品。 而在“双十一” 期间，亚

马逊中国还将试运营 “海外购” 新

服务。

1号店、聚美优品也都以低调布

局跨境电商， 就连生鲜类电商顺丰

优选，也在“双十一” 期间推出海淘

服务： 通过与海外品牌经销商直接

合作， 通过买断方式聚集货品到港

口保税区， 目前品类主要集中在国

外奶粉。

而唯品会早在9月就与快钱公

司、 中远物流等多家企业分别与广

州海关签署了 《关于跨境贸易电子

商务通关监管合作备忘录》，为“全

球特卖” 业务做好准备。国内消费者

只需要在唯品会平台上挑选好进口

商品， 确定交易通过快钱支付人民

币成功后，由快钱完成货币汇兑，商

品将由海外直接发送。

根据EnfoDesk易观智库监测

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 中国

海外购物交易额从100多亿元增长

到超过800亿元。 预计到2018年

“海淘” 规模将达到1万亿元人民

币。 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七大

支付结算货币、第九大外汇交易货

币，越来越多的商户选择以人民币

计价和结算。

实际上，以“海淘” 业务为代表

的跨境支付已经成为了第三方支付

企业、电商企业的战略性业务，双方

的合作在进一步加强。 一家供应链

管理公司负责人分析认为，电商、支

付公司等在外贸领域的作用最容易

凸显。 因为有海关、税务、外管等多

部门监管， 外贸行业最容易形成物

流、资金流和交易流的三者统一，便

于管理并形成大数据。 另一方面，正

因为有多部门监管， 买卖双方信息

不对称，电商、支付公司在外贸中的

中介作用就最容易发挥。

艾瑞咨询分析师王维东指出，

跨境支付加速发展， 是以国际电

商及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为基

础， 它需要国内外企业相互合作

完成。 “中国市场空间广泛，消费

者需求增长迅速， 为国际企业进

入中国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同

时也对多元化支付方式的发展起

到促进作用。 ”

快钱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关国光认为，随着跨境支付的规模

扩大， 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来讲，

第一次以服务性的方式走出境外，

未来支付的规模肯定会增加，支付

的类型也会多样性。 另一方面，境

外企业所持人民币数量的增加，境

外资金回流境内进行投资的意愿

无疑大增。 这个过程所创造的企业

和服务的类型将是庞大的产业，由

此给第三方支付企业带来巨大的

业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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