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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分析： 

 银行系量化投资产品试水  大中型银行理财去存款化渐显 

信息精粹： 

◆ 【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一季末突破 38.5 万亿】 

◆ 【银监会发布金融租赁专业子公司管理规定】 

◆ 【私人银行仍处于布局为先阶段】 

◆ 【不良资产市场迎新军 五家省级“坏账银行”获批】 

◆ 【银行收费新规下月施行 跨行转账百万最高省 150 元】 

◆ 【交通银行：正在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 

 

 

 

重要声明: 本刊物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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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量化投资产品试水 

大中型银行理财去存款化渐显 
【参考信息】 

 “我们很早以前就开始关注量化投资产品，此前我们接触了七、八十家投资团

队，经过将近一年的数据积累，选出了首批三、四家量化投资组合的投资经理

候选人，这三四家的投资方向和策略不太相同，所以这种组合相对平稳”，光

大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张旭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 

 近日，光大银行面向高净值客户和机构投资者正式推出以市场中性等量化策略

基金为主要投资标的的阳光集优量化组合理财产品(MOM)，这是国内银行业首款

量化投资产品。 

 “未来理财产品会走理财化、净值化道路，这也是监管层希望银行资产管理发

展的方向，光大银行这款产品就是净值类理财产品的尝试，符合未来银行理财

市场发展的趋势”，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零售银行研究与投资分析主管

邱思甥对本报记者表示。 

 据介绍，量化基金追求的是绝对收益，无论市场上行、下行还是震荡，都追求

正的回报。MOM，即“管理人的管理人”（Manager of Mangers），由 MOM基

金管理人通过长期跟踪、研究基金经理投资过程，挑选长期贯彻自身投资理念、

投资风格稳定并取得超额回报的基金经理，以投资子账户委托形式让他们负责

投资管理的一种投资模式。 

 “我们在前期发行优先受益权产品时，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目前已建立

了量化基金投资组合筛选机制及相关操作管理办法，并专门设立量化基金投资

组合外部投顾遴选小组，设置了基本准入条件，主要考核项目包括各投资顾问

的财务、团队、研究、风控等关键能力，以及历史业绩。经过几轮筛选，我们

最终锁定三家投资顾问公司，策略类型分别为期限套利、统计套利等”，张旭

阳称。 

专题分析

http://quotes.money.163.com/usstock/hq/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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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还是处于试水阶段，只发 3亿元额度，量化投资在去年表现不错，很多

机构都开始介入。我们有资金、数据、还有动态管理机制等支持，未来这类产

品可能会占到我们银行理财产品的 10%左右，目前光大银行理财总规模为 6500

亿元，今后还将进一步扩大。”张旭阳称。 

 “去年 10月份，银监会批准 11家银行作为债权直接融资工具、银行资产管理

计划两项试点，100亿元的额度。今年，很多城商行也加入进来。这也就意味着，

未来理财产品会走理财化、净值化的道路，这也是监管层希望的方向”，邱思

甥指出。 

 消息称，首批 11 家银行包括工行、建行、交行、平安、民生、光大、中信、浦

发、招商、兴业，以及渤海银行。一位银行业人士向记者透露，今年有多家城

商行也将获准发行净值类理财产品。 

 自去年 10月以来，工行、建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开始发行净值型银行理财产品。

以建行今年 5月发行的“乾元-鑫满溢足”开放式净值型理财管理计划为例，个

人高资产净值客户和法人客户首次购买起点为 10万元，以 1000 元的整数倍递

增，规模上限为 50亿元。投资封闭期为两个月，封闭期过后每月 10日开放申

购和赎回。 

 “经过了前一阶段的非理性时期，也就是作为揽储手段不惜代价发行高收益理

财产品过后，很多大中型银行的理财思路开始变化，开始专注做理财产品，专

注于资产管理”，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转型的趋势会慢慢显现。” 

 农行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彭向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农行净值类型的产品

占比可能会在 30%左右。“净值型产品未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并不是净

值型的产品会完全取代预期收益率型的，我觉得这两种产品也是相辅相成的，

适用于不同的客户，而且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产品。” 

 中信银行理财业务管理部总经理李洁怡在公开场合指出，银行理财业务发展至

今，已由单一结构性存款、信托贷款类产品向各金融同业参与转变。在资金端

通过通道，包括券商定向、资金专户、保险（放心保）专户、有限合伙、特定

资管计划、信托等形式往资产端推进，通过股权、债权等投向标的行业。 

http://money.163.com/keywords/8/d/8bd56c34/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2/59274e2d578b/1.html
http://quotes.money.163.com/06019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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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马续田认为，在产品创新上，要加快从预期收益率

型产品向净值型或所谓的“业绩基准+分成”模式等市场化定价模式转型，真正

打破“刚性兑付”和“存款性”理财产品的定位。 

【分析点评】 

 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将引导理财产品向资产管理计划发展，发行净值型、

理财化产品将成为银行理财产品未来的方向。虽然大多数理财产品仍然是预期

收益型，承担了揽储的功能，但理财业务模式将从“类存款”模式向主动的资

产管理模式转型和发展，这已经成为理财业务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方向。 

【参考链接】 

 银行系量化投资产品试水 大中型银行理财去存款化渐显 

 
◆ 【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一季末突破 38.5 万亿】 

昨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召开资产托管行业发展报告发布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

在会上透露，截至 2014年一季度，我国银行业托管国家和客户资产规模达 38.5万亿元，

同比增长 52%，托管规模增量创历年新高。 

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金融机构的存款增速一低再低。截至今年 3月末，本外币存款

余额达 112.22万亿元，同比仅增长 11.5%，远远低于托管资产 52%的增长水平。 

也因此，国际上评判托管市场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存托比(资产托管规模余额

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量的比例)不断攀升。数据显示，截至 2013年末，我国存托比 32.67%，

同比增长 8.93%。 

“存款增速疲软的大背景下，托管资产却强劲增长，反映出当下我国金融结构正经

历重大变化：直接融资比例上升，而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是金融

脱媒的必然结果。”杨再平表示。 

杨再平介绍，在商业银行目前所能提供的资产托管产品中，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基

金公司客户资产管理托管、证券公司客户资金管理托管等多个产品，均与直接融资有关。

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亦显示，2013年末，上述三类托管产品规模分别为 2.94 万亿元、1.1

万亿元、4.6 万亿元。其中，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与银行理财、信托财产、保险资金

四项托管产品规模突破 4万亿大关，成为规模化的托管产品。 

信息精粹

http://quotes.money.163.com/0601328.html
http://money.163.com/baike/lilvshichanghua/
http://bank.jrj.com.cn/2014/07/290746176943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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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平表示，托管业务不需占用银行资本，属于轻资本业务，是银行向低资本业务

转型的发展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脱媒对以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影响最大，而大力发展资本

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并非与银行无关，银行可以借此寻找业务创新点，而托管业务

就是创新之一。”杨再平说。 

数据可以佐证，商业银行托管费收入逐渐成为其中间业务的重要来源。2013年，国

内 18 家商业银行累计实现托管费收入 314.58 亿元，较 2012 年大增 47.65%，托管费收

入增加额达到 101.52 亿元。其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农业银行和民生

银行托管费收入位居行业前五名。从全行业托管收入分布来看，托管收入超过 20 亿元

的商业银行由 2012年的 3家快速增至 7家，全部商业银行托管费都已超过 1亿元。 

此外，报告指出，2008 年～2013 年，托管市场集中度分散化趋势日趋明显，越来

越多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参与其中，而不再延续国有大行独大的态势。数据显示，五大

国有银行市场占比从 2008 年的 86.91%持续下降到 2013 年 54.43%，而中小银行市场占

比从 2008年的 13.09%上升到 2013年 45.57%。 

杨再平表示，托管市场的发展不仅利好银行，对于直接融资而言，其可保障融资资

金安全，提升交易公信力，这点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尤为重要。比如网贷(P2P)、第三

方支付有托管方介入，则会大大增加公众资金的安全性，有效防范“跑路”现象的发生。 

虽然我国资产托管业务步入加速发展快车道，但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差距仍不容

忽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在会上介绍，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商业银行，

其存托比超过 100%，而我国目前还徘徊在 30%左右。此外，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

收入占比在 50%～80%，而我国商业银行的这一数据只有 20%～30%。 

对于未来如何发展托管业务，张来明表示，最重要的是监管部门和行业机构积极推

动专门立法，为托管业务的开展做到有法可循以及有规范的操作准则。其次，加强专业

人才队伍培养及技术建设等都是有待完善的方面。 

◆ 【银监会发布金融租赁专业子公司管理规定】 

    银监会 28日发布《金融租赁公司专业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从经营原则、准入门

槛、监督管理等方面引导金融租赁公司规范设立专业子公司，提升专业化水平。 

    规定允许金融租赁公司在飞机、船舶等特定业务领域设立专业化租赁子公司，同时

借鉴国际通用的飞机、船舶租赁业务模式，允许专业子公司在境外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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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租赁业务，提升金融租赁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在准入门槛方面，规定要求金融租赁公司申请设立境内专业子公司需具备权益性投

资余额原则上不超过净资产的 50%、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

等非自有资金入股等条件；并明确金融租赁公司设立的境内专业子公司应具备注册资本

最低限额为 5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等条件。 

  在股东控股方面，规定要求金融租赁公司设立境内专业子公司原则上应 100%控股，

有特殊情况需引进其他投资者的，金融租赁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51%。 

  在监管方面，规定明确金融租赁公司专业子公司为持牌的金融机构，具有独立法人

性质，通过并表监管，强化对境内专业子公司自身资本充足率的监管，防控风险。 

◆ 【私人银行仍处于布局为先阶段】 

有喜有忧——这无疑是各家银行目前私人银行业务最为真实的写照。喜的是无论从

私人银行客户还是管理资产规模，仍是年年增长；而忧的是，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客户

基础并不稳固、盈利状况也难如人意。 

据记者了解，目前各家银行开展的私人银行业务赚钱的并不多，或者说是对银行整

体盈利的贡献度微乎其微，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所有银行在去年年报中大篇幅宣传

客户数量、资产规模的同时，却对盈利情况讳莫如深。显然，报喜不报忧，也是多家银

行使出的共同伎俩。“目前各家银行的私人银行仍处于占地盘的阶段，短期的盈利能力

与抢客户相比，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毕竟若形不成规模效应，盈利也将无从谈起。”

某银行私人银行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 

  由于私行业务在前期的平台搭建、网点开设、人力等方面的投入较大，且举办各项

活动也是花费不菲，在客户规模和管理金融资产规模没有冲上去之前，肯定是无法实现

盈利的。 

  也正因如此，各家银行才如此重视私人银行网点的建设及客户的争夺。数据显示，

招商银行开设了 29家私人银行中心，排在首位，2014年还将在乌鲁木齐和长沙新设两

家私人银行中心。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中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最晚的农业银行目前已设立了

21家私人银行，北京银行虽然去年刚刚组建私人银行部，但已于年内成立了中关村、深

圳、杭州 3家私人银行中心。2013年新建深圳本部、上海、天津 3家私人银行中心，相

较于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在规模及品牌上的优势，面对私人银行这块蛋糕，城商行也

正极力争取分食。“国有大行在私人银行发展上具有先天优势，也就是网点优势。相比

http://biz.finance.sina.com.cn/forex/quote.php?code=USDCNY&img_type=min
http://bank.jrj.com.cn/
http://bank.jrj.com.cn/list/sryh.shtml
http://summary.jrj.com.cn/hqstat/hqstat.shtml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600036.htm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601288.htm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601169.htm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0009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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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前者由于网点数量众多，更容易将私人银行业务铺开。”某中小银行负责人

对记者表示。 

  在 140余家城商行中，上海银行、成都农商行、杭州银行、大连银行、晋商银行、

吉林银行都已明确成立了相应的私人银行部门，甚至有些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已独立于

零售银行部，开始在全国部署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中心。 

  今年 3月，北京银行的上海私人银行中心落地，这是北京银行在全国成立的第四家

私人银行中心，而其开展私人银行业务也仅有两年时间。 

  有业内人士指出，相较于国有大行，城商行开展私行业务，除了业务转型需要外，

更是为了借私人银行业务留住宝贵的高端客户，“这些富人客户给银行带来的存款和贷

款业务的利润，不一定体现在私人银行的盈利中。” 

◆ 【不良资产市场迎新军 五家省级“坏账银行”获批】 

    彭博新闻社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银监会批准包括上海在内的五省市设立或

授权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从金融机构购买不良贷款。 

首批试点省市还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和安徽。知情人士表示，各银行、信托、财

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企业，可以向这些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资产。 

在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前，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只能由长城、信达、

华融和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极少数资产管理公司负责。 

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风险增大，因此各地迫切需要有

专业机构来处置和收购金融不良资产，化解和降低当地金融风险。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作为金融业的延伸，可通过有效消化和处置金融不良资产，保障金融业持续、健康发

展。 

今年第一季度末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总额达到 6461亿元人民币（约合 1040亿

美元），这一数字在去年年底为 5921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已经升至 1.04%，创 3年

以来新高。 

早在此次银监会批准试点之前，各地就早已经跃跃欲试，积极筹备省级 AMC 平台。

江苏版 AMC去年就已经成立，全称为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亿元；浙

江版 AMC全称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亿元，且正准备将浙江国贸集团金

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整体注入，后续计划引进战投。 

http://bank.jrj.com.cn/txtBank/banknews_200000771.shtml
http://bank.jrj.com.cn/list/lsyh.shtml
http://bank.jrj.com.cn/list/sryh.shtml
http://bank.jrj.com.cn/list/grxd.shtml
http://bank.jrj.com.cn/list/grxd.shtml
http://bank.jrj.com.cn/list/grxd.s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4/0/4e0d826f8d444ea7/1.html
http://quotes.money.163.com/0601988.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0/77017ea7/1.html


 

 8 

与江苏、浙江两省不同的是，上海并没有新设专门的 AMC公司，而是由一家成立了

十几年的老牌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接牌。公司官方网站信息显

示，上海国资经营公司是 1999年 10月成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重组成为

上海国际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亿元人民币，总资产超过 200亿元人民币。 

据安徽省金融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安徽省第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名称已经确定，

即安徽国厚资产管理公司。该公司注册地在安徽省芜湖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0亿元。 

为了规范地方 AMC 平台，去年 12月初，银监会就发布了地方版 AMC（资产管理公司）

资质认可条件的文件（45号文），确定了地方版 AMC的准入门槛。 

银监会在文件中规定，新成立的地方版 AMC 需具备三项审慎性条件：首先，注册资

本最低限额为 10亿元人民币，且为实缴资本；第二，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

经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适宜于从事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的专业

团队；第三，有健全的公司治理、完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45号文也明确指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 【银行收费新规下月施行 跨行转账百万最高省 150 元】 

下月 1日起，国家发改委、银监会年初联合发布的商业银行服务收费新规，将正式

实施。按照新规，商业银行除降低和调整部分收费标准外，还将有条件免收个人账户管

理费、年费和养老金异地取款手续费等，用户一年可减少几十元钱支出。 

距离新规生效不到一周，记者连日来走访武汉各大银行发现，不少银行已经公示出

新版收费标准，跨行柜台转账汇款、异地本行柜台取现手续费有所下调。不过，对于部

分可申请减免收费的项目，多数银行都开出了额外的条件。 

与现行收费标准相比，银行客户普遍使用的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和个人异地本行

柜台取现手续费调整后收费标准均有不同程度降低。 

按照新规，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单笔汇款金额 2000元以下（含 2000元），收

取手续费 2元，汇款 2000 元至 5000元（含 5000 元），手续费 5元，汇款 5000元至 1

万元（含 1万元），手续费 10元，汇款 1万元到 5万元（含 5万元），手续费 15元。汇

款金额在 5万元以上，手续费则按照汇款金额的万分之三收取，最高单笔 50元。此外，

个人异地本行柜台取现手续费方面，新规要求每笔收费不超过取现金额的 0.5%，最高收

费 50元。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3/65368d39/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3/65368d39/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3/65368d3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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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后，最高收费将从 200.5元降至 50元，最多可节省 150.5元。那么，新规执

行后，老百姓到底可以省多少钱？以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业务为例，按照武汉各大银

行现行的手续费收取标准，每笔 1万元以下(含 1万元)，收费不超过 5.5 元；1万至 10

万(含 10万元)，不超过 10.5元；10万至 50万(含 50万元)，不超过 15.5 元；50万至

100万 (含 100万)，不超过 20.5元；100万元以上，不超过 0.002%，最高收费 200.5

元。也就是说，如果个人跨行转账金额为 100万元，新规施行后，最高收费将从 200.5

元降至 50元，最多可节省 150.5元。 

◆ 【交通银行：正在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 

    交通银行 7月 28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正在积极研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公

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可行方案，以此推动公司改革的深化，强化风险管控与责任约束机制，

激发经营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公告称，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

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类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公告还称，交通银行作为上市公司，已形成了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海外资本共同

参与的股权结构，具备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特征。公司高度关注国家在混合所有制

经济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要求，正在积极研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公司内

部治理机制的可行方案，以此推动公司改革的深化，强化风险管控与责任约束机制，激

发经营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此前，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交通银行已上报“实施混合所有制”的申请，

若获批准，将开启国有银行试点的先河。 

 

http://114.80.212.73/ns/findsnap.php?ad=0&sitetype=1&sourcetype=1&id=232188645&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