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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银行业理财金牛奖评选方案

理 财公司 的特色评价标准，旨在为投资者提供可信赖的投资参考，促进中 国银行业理财高 质量转 型发展 。

面 表现 综 合考 量 。

以 综合考 虑的经典 指标，反 映单位 风险水平 上净值 增长率 超过无 风险收益 率的程 度。

「

基于《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和《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

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以银行理财公司成立为契机，在充分研究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

净 值 增 长 率 平 均 值 。

运行特点的基础上，中国证券报发起并主办“中国银行业理财金牛奖” 评选，推出银行

」

理财产品和银行理财能力双评价体系，以及银行理财公司的特色评价标准，旨在为投资
者提供可信赖的投资参考，促进中国银行业理财高质量转型发展。

0年6 月 末 。

银行理财产品金牛奖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基于科
学的评价方法，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
方式对银行理财产品进行年度综合评价，
评选出综合得分排名前列的银行理财产
品进入获奖名单。
1、参评资格
参评银行理财产品金牛奖的产品要
求：截至2019年末净值型理财产品，公开
披露净值，发行银行近一年未出现重大监
管违规等负面舆情。
2、评选流程
根据参评资格，经过三次筛选确定满
足参评条件的银行理财产品。 按产品类型
和银行类型，将参评银行理财产品分为国
有商业银行固收类、股份制商业银行固收
类和城市商业银行固收类，以及国有商业
银行混合类、股份制商业银行混合类和城
市商业银行混合类。
根据定量、 定性评价体系进行打分，
并按权重进行加总得出不同产品分类下
的评分结果。
3、评选标准
本次评选采取定量、定性评价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并在产品类型区分基础上按
不同发行银行类型进行分项评选。 其中，
定量评价、定性评价所占权重分别为80%
和20%。 定量评价依据年化净值增长率、

夏普比率， 定性评价基于银行综合实力、
产品管理能力、负面舆情等多方面表现综
合考量。
4、评选体系
（
1）定量评价
年化净值增长率
净值增长率是指某银行理财产品在某
一段时间内（如一年内）净值的增长率，以
此来评估该理财产品在这一期间的业绩表
现。 年化净值增长率是根据银行理财产品
统计区间的净值增长水平进行年化后得出
的数据。
若某银行理财产品在指定区间第一天
的净值是A，在第X天的净值是B，那么年化
净值增长率=（B-A）/A/X*365*100%。
夏普比率
夏 普 比 率 （The Sharpe ratio）=
（预期收益率-无风险利率）/投资组合标
准差。 它衡量的是投资组合经风险调整的
超额收益水平。 现代投资理论研究表明，
风险的大小在决定投资组合的表现上具
有基础性作用，夏普比率是可以同时对收
益与风险加以综合考虑的经典指标，反映
单位风险水平上净值增长率超过无风险
收益率的程度。
本次银行理财产品金牛奖评选收益率
使用年化净值增长率， 无风险利率使用中

银行理财公司金牛奖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存利率1.5%，
投资组合的标准差使用按产品类型及银行
类型分类后的每组产品年化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夏普比率越高，代表单位风险所获得
的风险回报越高。
其中

：年化净值增长率；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存
利率1.5%；
： 产品年化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μ

为相同风险类型产品年化净值增长率平
均值。
（
2）定性评价
银行综合实力
主要考察银行资产规模、盈利能力、运
营实力、资产质量、资本充足性、公司治理、
流动性管理能力等。
产品管理能力
主要考察发行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
规模、是否合法合规发售、风控措施是否
完善等。
负面舆情
主要考察评选产品所属发行银行近一
年是否出现重大负面舆情。

表1 银行理财产品金牛奖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定量评价

定性评价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权重

依据年化净值增长率、夏普
夏普比率越高，得分越高。
比率

80%

银行综合实力

主要考察银行资产规模、盈利能力、运营实力、资产质量、资本充足性、公司治
理、流动性管理能力等。

产品管理能力

主要考察发行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规模、是否合法合规发售、风控措施是否完
善等。

负面舆情

主要考察评选产品所属发行银行近一年是否出现重大负面舆情。

收益能力
采用银行参评非保本理财产品的加权
平均夏普比率来衡量，权重为33%。
发行能力
采用非保本理财存续规模总量来衡
量，权重为27%。 根据最新监管要求，存续
规模总量只考虑非保本理财产品规模。
盈利能力
采用截至2019年末银行的净利润来
衡量，权重为13%。净利润指企业当期利润
总额减去所得税后的金额，即企业的税后
利润，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
资产规模
采用截至2019年末银行的总资产来
衡量，权重为7%。
（
2）定性评价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
容， 它的合理与否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
因素之一。 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促进企业
的股权结构合理化，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
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增强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实现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
高管变动是对公司治理能否持续的考
验，本指标衡量银行高管是否频繁变动。 信

发行能力
盈利能力
资产规模

定性指标

二级指标
加权平均夏普比率
非保本理财存续规
模总量
净利润
总资产
公司治理
合规运作
社会责任
创新能力

息披露规范能力是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环，本
指标考察银行是否对理财产品发行、 运行、
到期及整体运作情况进行完整的信息披露，
衡量银行理财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完整性。
风险管理在于避免和减少公司经营中的诸
多不确定性，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素，风险
管理流程越完善，风控能力越高。
合规运作
违法违规行为： 公司或公司成员有无
损害投资者利益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
司在销售、宣传方面有无违规行为，如有重
大违规行为，则直接取消参评资格。
重大监管处罚：是否有重大监管处罚，
如有重大监管处罚，则直接取消参评资格。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
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
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
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
传统理念，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
关注，强调对环境、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
因此本指标从银行的产品设计是否响应国
家相关政策、上市银行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
告等方面综合考量银行的社会责任得分。
创新能力
理财业务创新能力是商业银行的核心
竞争力之一。

评分标准
加权平均夏普比率越高，得分越高。
根据最新监管要求，存续规模总量只考虑非保本理财产品规模。 非保本存续规模越大
显示机构综合管理能力越强，相应的得分也越高。
净利润水平越高，得分越高。
总资产规模越大，得分越高。
从高管变动情况、信息披露规范情况和风控管理等角度考察。
公司或公司成员有重大违规行为或监管处罚，可直接取消参评资格。
产品设计是否响应国家相关政策、上市银行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等。
理财业务创新能力。

评价指标
资本实力
盈利能力
产品能力
资管团队

评分标准
银行理财公司注册资本100亿元以上得1分。
银行理财公司2020上半年净利润水平越高，得分越高。
银行理财公司成立起至2020年6月末，理财产品发行能力越强，产
品净值披露程度越高，得分越高。
银行理财公司成立起至2020年6月末，部门设置越齐全，团队规模
越大，得分越高。
银行理财公司成立起至2020年6月末，理财产品业务及金融科技
类业务创新能力越强，得分越高。

权重
10%
15%
25%
25%
25%

20%

表2 理财银行金牛奖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收益能力

资本实力
主要考察参评银行理财公司注册资本
情况，理财公司注册资本100亿元以上得1
分，权重为10%。
盈利能力
主要考察参评银行理财公司2020年
上半年净利润水平，理财公司2020上半年
净利润水平越高，得分越高，权重为15%。
产品能力
主要考察参评银行理财公司在评选周
期内产品发行能力及产品净值披露情况，
理财产品发行能力越强， 产品净值披露程
度越高，得分越高，权重为25%。
资管团队
主要考察参评银行理财公司在评选
周期内部门设置完善程度及团队规模，部
门设置越齐全，团队规模越大，得分越高，
权重为25%。
创新能力
主要考察参评银行理财公司在评选
周期内产品业务及金融科技类业务创新
能力，产品业务及金融科技类业务创新能
力越强，得分越高，权重为25%。

表3 银行理财公司金牛奖评价体系

创新能力

理财银行金牛奖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基于科
学的评价方法，本次理财银行金牛奖评选
从银行产品管理和自身经营两大方面，多
维度对理财银行进行综合评价，结合定量
指标和定性指标得分，得出最终获奖银行
名单。
1、参评资格
参评理财银行要求最近一年未出现
重大监管违规等负面舆情；入选银行若发
现存在明显瑕疵，则取消其获奖资格。
2、评选流程
根据参评资格筛选出满足参评条件
的理财银行。 根据参评银行类型分为国有
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
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四类分别进行评选。 根
据定量、定性得分进行加权排名，确定获
奖名单。
3、评选标准
本次理财银行金牛奖评选采取定量、
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定量评价、
定性评价所占权重分别为80%、20%。其中
定量评价从收益能力、发行能力、盈利能
力和资产规模四个方面进行评价，定性评
价将从公司治理、合规运作、社会责任和
创新能力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4、评选体系
（
1）定量评价

2019年是银行理财公司元年，中国资
产管理行业开启新格局。 本次评选基于科
学的评价方法， 选出银行理财公司金牛
奖、银行理财公司金牛潜力奖。
1、参评资格
银行理财公司金牛奖入选样本为
2019年正式开业的银行理财公司， 银行
理财公司金牛潜力奖入选样本为2019年
正式开业且注册资本100亿元以下的理
财公司。
2、评选标准
考虑到银行理财公司整体尚处于发
展初期，且成立时间存在先后差异，本次
评选采取加分制， 每一项符合标准即可
加1分，不足1分则视评定情况加0.25分、
0.5分或0.75分； 评选周期为参评理财公
司成立日期至2020年6月末。
3、评选体系
（
1）银行理财公司金牛奖
银行理财公司金牛奖从资本实力、盈
利能力、产品能力、资管团队、创新能力五
个方面进行考察，基于上述分项得分进行
加权综合排名，评选出结果。

权重
33%
27%
13%
7%

20%

（
2）银行理财公司金牛潜力奖
银行理财公司金牛潜力奖从资管团
队、产品潜力、科技实力三个方面进行考
察， 基于上述分项得分进行加权综合排
名，评选出结果。
资管团队
主要考察参评银行理财公司在评选周
期内部门设置完善程度及团队成员资质水
平，部门设置越齐全，团队成员资质水平越
高，得分越高，权重为35%。

产品潜力
主要考察参评银行理财公司在评选周
期内的理财产品发行能力及产品创新性，
理财产品发行能力越强，产品创新性越好，
得分越高，权重为35%。
科技实力
主要考察评选周期内参评银行理财公
司的母行是否设有银行科技子公司， 是否
具备较高的金融科技赋能水平， 金融科技
实力越强，得分越高，权重为30%。

表4 银行理财公司金牛潜力奖评价体系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权重

银行理财公司成立起至2020年6月末，部门设置越齐全，团队成员
资管团队
资质水平越高，得分越高。

35%

产品潜力

银行理财公司成立起至2020年6月末，理财产品发行能力越强，产
品创新性越好，得分越高。

35%

科技实力

银行理财公司成立起至2020年6月末，金融科技赋能水平越高，得
分越高。 如母行设有金融科技子公司得1分。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