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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 国银行业理财 金牛奖颁 奖典礼 在京举 行
26家机构和28只理财产品分 享四项金 牛大奖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锚定资管新航向 开启转 型新征程——
—2020中 国银行 业理财 发展论坛暨第一届中国银行业理财金牛 奖颁奖 典礼”在 北京举行。 会上揭晓了理 财银行 金牛奖、银 行理财公司金 牛奖、银行理财公 司金牛 潜力奖和银行理财产品金牛奖，共有18家银行、8家银行理财公司和 28只银行 理财产品 分享四项大奖 。
12月2日，由中国证券报主办、北京金融 街服务 局特别 支持的“
刚兑”和净 值化转型稳步推进。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肺 炎疫情提升了大众的风险意识，民众通过理财、保险等平 滑消费、规 避风险 的需求 愈加迫 切。 截至6月 末，各银 行及理 财公司 理财产品 余额24.5万亿元，同 比增长10.42%。 同 时，银行理财产品打破“
四项大奖 逐一揭晓
“
金牛奖”是中国证 券报鼎 力打造的品牌，是 中国资本市场 最具影响 力的奖项之一 。 “
金牛奖”涉 足公募基金、私 募基金 、上市公司 、证券公司、海外 基金、股 权投资等 多个领域，在国内资管领 域享有盛誉。 本次中国 银行业理 财金牛奖是中 国证券报“
金牛奖”第一次聚焦银 行理财，“
金牛奖”矩阵再添重磅一员。
具体来 看 ，18家 银行 荣获 理 财银 行 金 牛奖。 其 中，既 有 工商银 行 、建 设银 行、 农业 银 行 3家 国有大 行 ，也 有光 大 银 行 、浦 发银 行等 5家 股 份 制银 行； 城商 行 中有 南 京 银行 、江苏 银 行、 北京 银行 等5 家 银行获 奖 ；农 商 行有上 海农 商 行 、江 南农 商行 和 重庆农 商 行等5 家 银行获 奖 。
2019年是银行理财公司元年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开启了全新格局。 本次 评选基于科学 的评价方 法，选出 银行理 财公司 金牛奖和银行理 财公司金牛潜力奖。 其中，工银理财、建信 理财、农银 理财和招银理财斩获银行理财公司金牛奖，光 大理财 、中邮理财、交银理财和兴银理财获 得银行理财公司金牛潜力奖。
另外，28只产品获得 银行理 财产品金牛奖。 其中，建设银行“
乾 元星座系 列-天秤座”（
按年）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乾元-安鑫 ”（
最低持有720天）按 日开放 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和“
乾 元-恒赢 ”30天（
高端版）周期型开放式理财产品获得理财产品 金牛奖 ，成为斩获最多银行理财产品金牛奖的 银行。 此外，农业银 行、民生银行等6家银行或 理财公 司分别有2只产品获得银 行理财 产品金 牛奖。
大银行整 体优势突出
从上述获 奖名单来看，具备网点、品牌和投研优势的大行和股份行 表现亮 眼，揽获 多项大奖 。
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 末，上市银行管理的非保本理财余额合 计20.91万亿元 ，同比增长9.34%。 在资管新规与 理财新 规出台 、全市场银行理财规模下 降的背景下，上市银行非 保本理财余额依旧保持 了稳步增长。 截 至2019年末 ，工商银行 、招商银 行的非保本理 财余额超过2万亿 元，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 行、中信银行的非 保本理财余额 超过1万亿元。 从上市银行的理财存 续规模 来看，不论是2018年末还是2019年 末，排名 前五的银行市 场占有率 都达到47%，而排名 前十的银行市场 占有率都达到 73%。
部分综合 实力较强的银 行在老产 品改造 、新产品研发等环节的阻碍相对较小，能 够顺利完 成新老过渡，同 时保持了较高增 速。 具体到单家银行，农业银行在规模较大的情况下，2019年实 现了31%的规模增 速，净值 型产品规 模同比增长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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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家机构和28只理财产品分享四项金牛大奖
□本报记者 张玉洁

理财银行金牛奖颁奖现场

新格局下资管再定位

做长期可持续回报提供者
□本报记者 薛瑾
由中国证券报主办、北京金融街
服务局特别支持的“锚定资管新航向
开启转型新征程——
—2020中国银行
业理财发展论坛暨第一届中国银行
业理财金牛奖颁奖典礼” 12月2日在
北京举行。 在圆桌论坛环节，多位资
管行业高管围绕“新格局下资管发展
新趋势” 主题， 对于资管行业助力
“双循环” 、 布局养老金融等热点问
题作了精彩纷呈的观点交流和碰撞。
参与讨论的嘉宾认为，在国内国际
“
双循环” 发展格局下，资管机构应发
挥自身优势，适应新挑战和机遇，为投
资者创造长期可持续的回报价值。
本次圆桌论坛由银华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薪茗主持，交银
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金旗、光大理财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旭阳、兴银理财

谱系的资产配置， 尤其是要补上权益
投资的短板。
刘丽娜认为：“经济发展中的金
融需求侧存在痛点，理财子公司应运
而生，它从商业银行内部诞生，又是
在资管体系下成长，可以在资管循环
方面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
张剑颖表示，在新格局下，保险资
金在监管部门大力支持下迎来新的发
展阶段。 监管部门对保险资金做了很
多政策放松， 有助于保险资金进一步
发挥资本市场压舱石、稳定器作用。

净值化转型继续推进
资管新规要求打破刚兑，但打破
刚兑和预期收益之间的冲突仍存在，
各家资管机构在解决此类冲突上有
何经验？
张剑颖表示， 与银行理财产品相

12月2日，由中国证券报主办、北京金融街
服务局特别支持的“锚定资管新航向 开启转型

新格局下找准定位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金旗认为，“双循环” 新格局强
调了国内需求的主导作用。 从资管角
度找自己的定位，就是要为国内大消
费作出贡献。 他表示：“我们作为市场
主体，要发挥内控严密、管理精细、风
格稳健的特点，为广大居民提供可靠
的保值增值的理财产品，同时把我们
筹集到的资金真正投资到国民经济
需要的产业中。 ”
张旭阳表示：“双循环新格局使
我们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去做行业选
择，去做资产选择。以前我们的视野窄
了一些，在数字化转型推动下，在科创
推动下，选好赛道、产业，可以为投资
者创造长期可持续的回报价值。 ”
顾卫平表示：“在储蓄向投资转
换过程中需要提供创新服务， 创新要
靠资产管理，商业银行有这个优势。 ”
他指出，从资产端看，随着金融供给侧
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银行理财应
该是以投研为驱动， 进行跨市场的全

比，保险资管产品本身就是净值型，过
去没有太多预期收益方面的困扰。“
虽
然我们没有预期收益的概念， 但具备
稳定的收益，低回撤，低波动，在不同
市场情况下都有持续的绝对收益。 ”
刘丽娜表示，打破刚兑必然是多
方共同努力的长期过程。 过去两年，
银行理财净值化取得长足进展，总体
净值化率快速增长，整个行业净值化
率超过40%，明年净值化率还会快速
增长，这对行业而言是非常大、非常
好的变化。 她说：“投资端要做策略安
排，针对客户的风险需求，做低波动
策略还是符合投资者偏好的策略。 ”
顾卫平表示， 银行理财群体是
储蓄客户， 绝对低波动的回报是这
类用户偏好的产品风格。 在银行理
财转型过程中， 首先一定要把产品
线理清楚， 对每一类产品进行风险
特征定级； 其次要提升在市场波动
中的组合投资管理能力； 最后是要
做好客户分类、 投资者教育和产品
信息披露工作。
“打破刚兑并不等于把投资者一
下子推到市场波动中， 承受大风大
浪。 投资者有不同的风险偏好，不同
的风险认知， 从理财的初心来看，也
希望为投资者创造长期可持续的稳
定回报。 ” 张旭阳表示，资管机构需要
通过产品组合、产品设计，为投资者
提供一个可持续回报来源。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新征程——
—2020中国银行业理财发展论坛暨
第一届中国银行业理财金牛奖颁奖典礼” 在北
京举行。 会上揭晓了理财银行金牛奖、银行理财
公司金牛奖、 银行理财公司金牛潜力奖和银行
理财产品金牛奖，共有18家银行、8家银行理财
公司和28只银行理财产品分享四项大奖。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提升
了大众的风险意识，民众通过理财、保险等平滑
消费、规避风险的需求愈加迫切。 截至6月末，各
银行及理财公司理财产品余额24.5万亿元，同
比增长10.42%。 同时，银行理财产品打破“刚
兑” 和净值化转型稳步推进。

四项大奖逐一揭晓

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顾卫平、中邮理财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丽娜、平安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剑颖参
与讨论。

黄金老：
银行理财需适应线上生活变化

“
金牛奖” 是中国证券报鼎力打造的品牌，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具
影响力的奖项之一。 “
金牛奖” 涉足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上市公司、
证券公司、海外基金、股权投资等多个领域，在国内资管领域享有盛
誉。 本次中国银行业理财金牛奖是中国证券报“金牛奖” 第一次聚焦
银行理财，“
金牛奖” 矩阵再添重磅一员。
具体来看，18家银行荣获理财银行金牛奖。 其中， 既有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3家国有大行，也有光大银行、浦发银行等5
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中有南京银行、江苏银行、北京银行等5家银
行获奖；农商行有上海农商行、江南农商行和重庆农商行等5家银行
获奖。
2019年是银行理财公司元年，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开启了全新格
局。 本次评选基于科学的评价方法，选出银行理财公司金牛奖和银行
理财公司金牛潜力奖。 其中，工银理财、建信理财、农银理财和招银理
财斩获银行理财公司金牛奖，光大理财、中邮理财、交银理财和兴银
理财获得银行理财公司金牛潜力奖。
另外，28只产品获得银行理财产品金牛奖。 其中，建设银行“乾
元星座系列-天秤座”（按年）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乾元
-安鑫”（最低持有720天） 按日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
产品和“乾元-恒赢” 30天（高端版）周期型开放式理财产品获得理
财产品金牛奖，成为斩获最多银行理财产品金牛奖的银行。 此外，农
业银行、 民生银行等6家银行或理财公司分别有2只产品获得银行理
财产品金牛奖。

江苏苏宁银行董事长黄金老
12月2日表示， 当前资管行业的发
展面临几大市场环境：资管客户对
收益的期待与对风险的认识之间
存在矛盾； 股权市场愈发活跃，为
资管打破刚兑提供新路径，驱动资
管行业繁荣；线上生活方式已经深
入人心。 资管机构需要适应这些市
场环境，转变展业方式。
首先是获客方式的变化。 黄金
老认为，主要从线下获客向线上获
客转变。 以银行理财子公司为例，
借助O2O模式将营销置于场景之
中，或置于客户的手机之中，在短
时间内将母银行的线下客户转化
成为理财子公司的线上客户，是获
得成功的关键。
其次是服务方式的变化。 他表
示， 当前借助移动媒介和5G技术
实现多屏互动，一个理财经理可以
服务上千位客户，极大节约了人力
成本。 同时，线上服务方式也极大
降低了线下理财场所的成本投入，
资管机构可以将这些成本节约回
馈给客户。
第三是资讯的变化。 黄金老表
示，用户越来越习惯在线上获取投
资理财资讯，资讯平台通过技术完
成资讯的第一道筛选及推送，但呈
现给用户的信息仍然庞杂，理财经

王大智：
坚定做多中国 持续投入中国

大银行整体优势突出
从上述获奖名单来看，具备网点、品牌和投研优势的大行和股份
行表现亮眼，揽获多项大奖。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上市银行管理的非保本理财余额合计
20.91万亿元，同比增长9.34%。 在资管新规与理财新规出台、全市场
银行理财规模下降的背景下， 上市银行非保本理财余额依旧保持了
稳步增长。 截至2019年末，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的非保本理财余额超
过2万亿元，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的非
保本理财余额超过1万亿元。 从上市银行的理财存续规模来看，不论
是2018年末还是2019年末， 排名前五的银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
47%，而排名前十的银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73%。
部分综合实力较强的银行在老产品改造、 新产品研发等环节的
阻碍相对较小，能够顺利完成新老过渡，同时保持了较高增速。 具体
到单家银行，农业银行在规模较大的情况下，2019年实现了31%的规
模增速，净值型产品规模同比增长明显。

理可以基于客户需求及专业能力
为客户进行第二道资讯筛选及推
荐，为客户提供高价值服务。
第四是风险管理的变化。 他表
示，底层资产的信用风险与过去相
比没有不同，但一些操作风险有了
新变化。 例如客户通过手机购买理
财产品可能引发恶意人士伪造理
财APP诱骗客户的风险。 此外，通
过场景合作的模式展业，如果场景
合作方本身存在问题，还可能引发
场景风险，往往需要合作的资管机
构进行风险兜底。 如何防范这些新
型风险还需要从业者们深入思考。

□本报记者 薛瑾
上投摩根基金总经理王大智
12月2日表示，坚定做多中国，深耕
中国市场。 “上投摩根从去年开始
已经很坚定地做多中国，持续地投
入中国，这也是过去两三年或者未
来十到二十年，甚至一百年我们会
坚定持续下去的想法。 ” 他说。
王大智表示：“
今年以来， 外资
投入中国的资金大概有1400亿元，
11月份就流入了500亿元，这不是单

纯地讲外资支持中国， 而是实实在
在地有资金流入中国。 ”
对于资管市场， 王大智指出，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迅速，只花
了30年就赶超成熟市场上百年的
发展成果。 目前，中国资产管理规
模达到54.8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三
大资产管理市场，仅次于美国和英
国。 过去三年，中国资产管理规模
年化增速是10%，相比全球其他地
区平均4%的增速，发展很快。
他认为，未来的潜力更加值得
期待，中国资管行业未来10年将迎
来“黄金时代” 。 首先，规模增速可
期。 2018-2025年中国资产管理规
模年化增速预计达到15%，远高于
全球其他地区的6%。 波士顿咨询
预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
对外开放，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
资产管理市场将增长一倍以上，成
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 其
次， 中国个人投资者低配资管产
品，未来增长空间广阔。 目前，资产
配置以房地产和实物资产为主，随
着房地产红利消退和无风险利率
降低，居民资产向资管产品转移会
加速。 因此，中国的资管行业前景
广阔，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银行理
财子公司，都有更大增长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