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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理财总裁谢国旺：

瞄准差异化发展 创造稳健投资收益

●本报记者 戴安琪

2019年6月3日，深圳，众人瞩目下，我国

第一家银行理财公司———建信理财开业。 按

照市场化经营模式， 建信理财不断提升自主

经营和投资能力，管理规模迅速增长。2020年

末，建信理财管理规模达6970亿元，较年初增

长731%，在中国证券报主办的“第一届中国

银行业理财金牛奖” 中获得“银行理财公司

金牛奖” 。

建信理财公司总裁谢国旺日前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建信理财注重夯实合

规经营的基础，按照监管要求足额提取风险准

备，不良资产率为0，各项指标均符合监管要

求。此外，公司在立足收益稳步上升、风险回撤

可控的基础上，行稳致远，力争为投资者创造

稳健收益。

发挥优势 构建丰富的产品体系

作为第一家开业的银行理财公司， 建信

理财在巩固同业先发优势的同时， 逐步加快

净值型理财产品的发行节奏， 持续加强产品

创新，构建了丰富的产品体系布局。 谢国旺介

绍，截至2020年末，建信理财已形成包括16大

产品系列的产品体系布局， 存续产品549只，

开放类型涵盖7×24小时、T+1、T+2、定开式、

封闭式；投资类型涵盖固收、“固收+” 、混合

及权益类产品，产品以中低风险为主；投资者

类型涵盖公募、私募和对公，产品形态丰富，结

构布局合理， 体现了鲜明的理财公司特色。

“整体来看，银行理财公司目前在产品类型和

资产配置上仍较为谨慎，承袭了银行资产管理

部资产配置思路和风险偏好。 ” 谢国旺表示，

由于今年会有大规模的母行存量产品向子公

司转移，因此，短时间内仍将以“固收+” 的产

品为主。

当前，资管行业百舸争流，如何实现差异

化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谢国旺告诉记者，建信

理财坚持走“公司化、市场化、专业化、国际

化” 的发展道路，采取与母行人员、系统、产品

“三隔离” 模式，严格执行各项监管要求。建信

理财积极配合母行的三大战略， 发挥自身优

势： 一是在住房租赁业务上转变思维方式，勇

于创新， 推进不动产资产管理业务取得突破；

二是加大理财公司产品的普惠性，在产品端聚

焦农民理财、养老第三支柱建设，在资产端聚

焦乡村振兴、养老产业发展；三是聚焦社会养

老痛点，抓住发展机遇，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同时，“建信理财将把握住与世界顶级资

产管理公司贝莱德设立合资理财公司的契机，

通过为合资公司部署‘大资管家’ ，学习对标

贝莱德先进的投资理念和技术支持的核心逻

辑。 ” 谢国旺表示。

布局FOF�与公募基金加强合作

作为打开权益投资的 “一扇门” ，FOF

（基金中的基金）正被不少银行理财公司加码

布局。（下转A02版）

财政部：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彭扬

4月7日，国新办就贯彻落实“十四五”

规划纲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举行发布

会。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在回答中国证券

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政府债务风险总体

可控。“十四五” 时期，将进一步健全政府债

务管理制度，既有效发挥政府债务融资的积

极作用，又要坚决防范化解风险，增强财政

可持续性。

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欧文汉介绍，截至2020年末，地方政

府债务余额25.66万亿元， 控制在全国人

大批准的限额28.81万亿元之

内，加上纳入预算管理

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20.89万亿元， 全国政府

债务余额46.55万亿元， 政府债务余额与GDP

的比重为45.8%，低于国际普遍认同的60%警

戒线，风险总体可控。

欧文汉指出，下一步，财政部将按照“开

好前门、严堵后门” 的思路，抓实化解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工作。 一方面，持续完善法定债务

管理，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需要，完善新增债

券分配机制，严控高风险地区新增债券规模，

避免风险持续累积。 继续坚持“资金跟着项

目走” 的原则，避免债券资金闲置，提高使用

绩效。另一方面，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隐性债务

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对各类新增隐

性债务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

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 完善常态化监控、核

查、督查机制，对各类隐性债务风险隐患做到

早发现、早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的底线。

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关于未来地方债改革的主要方向，欧文汉

表示，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是现代财税体制的重

要内容。“十四五” 时期，财政部将进一步健全

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既有效发挥政府债务融

资的积极作用， 又要坚决防范化解风险，增

强财政可持续性。

一是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机制。

根据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需要，以及

财政可持续的要求，合理确定政府债

务规模。 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

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地

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下

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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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7日应约同德国总理

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去年我们多次沟通，为中德、

中欧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中德、中欧

加强合作，能够办成有意义的大事。 希望德方、

欧方同中方一道作出积极努力， 维护和推动中

德、中欧合作健康稳定发展，为这个多变的世界

增添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习近平指出， 中德务实合作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及其他因素干扰，稳中有进，中国连续

5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体现了中德合

作的韧性和潜力。希望双方本着相互尊重、互利

共赢精神，统筹推进中德各领域合作，这有助于

为中欧合作和重振世界经济增添信心和动力。

中国正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依靠自身力

量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 积极参与国际分

工合作。 中方愿同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

业共享中国新一轮开放发展带来的机遇。 希望

德方保持开放， 为两国企业扩大互利合作创造

更多便利。 双方应以明年中德建交50周年和北

京冬奥会为契机，推进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

领域交流。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欧关系面临新的发展

契机，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关键是要从战略高度

牢牢把握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 相互

尊重，排除干扰。 中国发展对欧盟是机遇，希望

欧盟独立作出正确判断，真正实现战略自主。中

方愿同欧方一道努力， 协商办好下阶段一系列

重要政治议程，深化和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在

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沟通， 共同践

行多边主义。

习近平指出，疫苗是用来防病救人的，中方

反对将疫苗政治化或搞“疫苗民族主义” ，愿同

德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促进疫苗公平合理

分配，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为

人类共同早日战胜疫情作出贡献。

默克尔表示， 欧方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

自主。 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更加需

要德中、欧中合作应对。欧中加强对话合作，不

仅符合双方利益，也对世界有利，德方愿为此

发挥积极作用。 德方重视中国“十四五” 规划，

期待这将为德中、 欧中合作带来新的重要机

遇。 德方愿同中方一道筹备好新一轮德中政府

磋商，尽快恢复人员往来，加强抗疫、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就疫苗

公平分配、相互认证等问题同中方保持沟通。

德方愿为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取得成功作出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