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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比拼大资管： 

工行上线闲钱理财 光大欲设理财公司 
【参考信息】 

 随着今年直接融资市场的活跃，银行资管客户对于权益市场的投资意愿加大。

多机构、多市场合作不仅体现在产品端，更为投资端的跨界资产配置提供了创

新空间。据悉，一些商业银行已瞄准直接融资市场、混合所有制改革领域、境

外人民币投资市场等新型投资领域，酝酿新的产品形态。 

 近日，在工商银行直销银行平台，多款“闲钱理财”产品集中上线引发投资者

关注。其中，有属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司旗下产品的“工银瑞信添益快线货

币”，还有工行资产管理部推出的 7×24小时交易“e灵通”，工银安盛保险推

出的“财富宝”等。这一现象成为商业银行拥抱“大资管”的一个注脚。 

 交通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马续田表示，如果国内今后引进基石投资人，商业

银行将有可能成立股权投资机构参与新股发行，包括一级市场的 IPO。此外，光

大银行设立理财业务子公司的申请正在报请监管机构审批，如果此模式获批，

马续田认为今后银行可尝试以理财子公司申请私募和公募的证券投资牌照。 

 此外，混合所有制改革投资领域也备受关注。工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韩松表示，

作为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几乎所有省份都出台了地方国企改革方案，这些中

央、省属、市属国企的资产总量预计能达到 30万亿元至 40万亿元，将提供巨

大的权益类投资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跨界资产配置的探索并未止步于国内。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海外资管市场也成为商业银行的“新大陆”。韩

松表示，工行正在以工银欧洲、工银亚洲为平台，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产品线。

随着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资管将是未来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

“蓝海”。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从理财向资产管理转型的过程中，主要看“谁

在管、管得怎么样”，而过硬的投资研究能力正是其中的关键。韩松表示，银

专题分析 

http://bank.hexun.com/
http://bank.hexun.com/gsyh/
http://gongsi.hexun.com/fc_592.shtml
http://bank.hexun.com/jtyh/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1818.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1818.shtml
http://funds.hexun.com/smjj/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1026.s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1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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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应强调投资研究能力，发挥集团银行、投行、基金、保险多牌照优势，针对

养老、消费、教育、财富传承、税务筹划等多元化的客户需求匹配不同的产品。

在市场风险管控上，工行资产管理部单独设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专门针对资

产管理投资进行审查。在“大资管”环境下，一些产品投向标准化投资品、股

权类投资品，这些和银行原有的信用风险体系、管控思路有较大区别。 

 在投研基础上，如何做好后续流动性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则是考验银行资管水

平的“硬杠杠”。虽然从国际经验上看，资产管理是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商业银

行转型的方向，长期经济效益可期，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商业银行短期内

似乎面临的挑战更多。其中，负债业务竞争加剧、资产负债表稳定性下降、流

动性与利率风险管理加大等问题都亟需解决方案。 

 据银行业业内人士介绍，在“大资管”背景下，商业银行面对不同期限、不同

回报要求的表内外资金，必须在资产端匹配相应的资产，以确保负债端的竞争

力以及适当的盈利水平，这一过程可能会加大资产与负债的期限错配。 

 针对流动性管理挑战，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楼文龙表示，商业银行必须将表外

业务纳入资产负债管理的范畴，建立统筹表内外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同时，

强化利率、汇率和流动性风险的统筹管理。从缩小风险敞口出发，在坚持风险

自担的前提下，统一开展表内外业务的利率、汇率和流动性风险识别、计量、

监测和控制。 

【分析点评】 

 面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工行等部分商业银行已瞄准直接融资市场、

混合所有制改革领域、境外人民币投资市场等新型投资领域，酝酿在资产管理

领域建立先发优势。而在从理财向资产管理转型过程中，投资研究、流动性风

险和市场风险管理以及资产负债管理等能力成为商业银行能否在大资管时代做

大做强的关键。 

【参考链接】 

 银行比拼大资管：工行上线闲钱理财 光大欲设理财公司 

 

信息精粹 

http://tax.hexun.com/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1121.shtml
http://bank.hexun.com/nyyh/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6688.shtml
http://bank.hexun.com/2015-05-25/176134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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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取消考核存贷比:释放 7 万亿贷款资金不靠谱】 

最近，一篇题为《中国取消存贷比约释放 7 万亿贷款资金》的文章被网络广泛转载，

引起各界关注。文章称，商业银行 75%的存贷比“红线”放开后，根据 18%的存款准备

金率推算，银行可向社会释放 7万亿左右的贷款资金。 

  昨日，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

关于存贷比指标的取消，已经启动了单项条款的修订程序。不过，据了解，商业银行的

贷款限制，不是只有存贷比一个指标，还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等，

所谓“7万亿贷款资金”的说法并不靠谱。 

  吴晓灵表示，取消存贷比可给商业银行在资产结构分布上更大的自主性。存贷比是

当初定下的硬性指标，现在在实施《巴塞尔协议Ⅲ》（包含国际通用的银行资本充足率

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取消存贷比的限制。 

   某上市银行人士表示，《巴塞尔协议Ⅲ》为防止信贷风险，设置了更多的综合的限

制指标，尤其是在资本充足率方面。银行放贷款很大程度受到资本金的制约，只有在资

本金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放更多的贷款。同时，当前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监管指标约

束银行放贷，而是经济下行。当前，实体企业对贷款的有效需求不旺，金融机构出于风

险控制，贷款投放也非常谨慎。 

◆【上海银行 A+H 上市再延期 定增暂救急仍渴望 IPO】 

上海银行整体实力在拟上市银行中居首位，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21%，而上市之

路却历经四年未果，资本缺口暂由定增解渴。此前召开的 2014年度股东大会上，上海

银行审议了《关于制订〈上海银行 2015-2017 年资本管理规划〉的提案》、《关于上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方案有效期延长一年的提案》、《关于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提案》等多项提案。 

据了解，这是上海银行上市计划第 4次延期。对于 A+H股上市延期的原因，上海银

行方面未做出表态。但业内人士分析，近年来，多数城商行上市之路并不平坦，这与城

商行的发展模式相关，多数城商行定位地方、服务中小企业，客户结构单一，监管层或

对其风控承受能力存疑。此外，股权过度分散也是上海银行上市的阻力之一。据其招股

说明书显示，截至 2014 年 5月 16日，上海银行自然人股东人数为 33850 户，持有股份

数量为 9.19亿股，占股份总数的 19.54%；机构股东人数为 1259户，持有股份数量为

37.85亿股，占比 80.46%。 

http://bank.hexun.com/2015-05-25/176123765.html
http://bank.hexun.com/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938.shtml
http://bank.hexun.com/2009/bank2009year/index.html
http://money.163.com/15/0525/01/AQE4IU0P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4/0/4e0a6d7794f6884c/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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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近两年资产规模增速达 20%以上，资本金的充分配合必不可少。然而上市

计划迟迟不能推进，其 300亿元的资金缺口无法弥补，着实困扰着上海银行。虽然上市

进程不给力，上海银行定增却不断受到上市公司青睐。TCL集团 4月公告透露，拟斥资

33亿元认购上海银行近 2亿股股份，由此晋升为上海银行第六大股东。而在此之前，上

港集团已先行以 16亿元参与定增，巩固了其在上海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地位。值得一提

的是，上海银行由此也成为首例在 IPO审核期扩股融资的公司。对于 A+H股上市的计划，

上海银行方面表示，将按计划持续积极推进。 

◆【内地投资者 7 月起可购买香港基金 港股或将受益】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 5月 22日表示，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决定开展内地与香港基金

互认工作。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将自 2015年 7 月 1日起正式实施。初始投资额度设定

为资金进出各 3000亿元人民币。根据初步测算，符合上述互认标准的香港基金有 100

只左右，内地基金有 850 只左右。 

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4月底，内地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已经突破

6万亿元。华润元大基金分析认为，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意味着内地超过 6万亿元的公

募基金将分销到香港，有助盘活两地资管市场，为国际资金进一步开启中国投资大门。 

初始 3000亿元的额度相对来说规模虽然不大，但是两地基金互认安排无疑为增量

资金入场再多贡献了一个渠道，利好可见。中金公司策略分析师王汉锋表示，国内股市

的投资者除了可以投资港股以及其他地区市场，包括现有的 QDII基金和沪港通，他们

还会拥有更多的投资选择。此外，除了现有的 QFII以及沪港通投资渠道，境外投资者

也将拥有不止一种选择来投资国内资本市场。 

王汉锋同时表示，当前港股相对 A股更便宜，相信将会有更多资金南下，而且由于

这项互认机制，预计这次的南下资金潮将会比北上资金潮更加凶猛，所以港股或将从该

项目中受益更多。 

◆【P2P 网贷行业整体减速 部分平台坏账率已达 20%】 

近日，在线金融搜索平台融 360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金融风险实验室联合发布

了 2015年第二期网贷评级报告。网贷评级报告指出，由于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行业

竞争的激化以及股市分流的作用，P2P网贷行业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发展呈现出整体“减

速”的趋势。 

http://quotes.money.163.com/1000100.html
http://quotes.money.163.com/0600018.html
http://quotes.money.163.com/0600018.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0/4/00490050004f/1.html
http://stock.hexun.com/2015-01-29/172882383.html
http://stock.hexun.com/2015-01-29/172882383.html
http://finance.qq.com/stock/
http://finance.qq.com/stock/
http://finance.qq.com/stock/
http://money.163.com/15/0525/08/AQER7NDO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7/5e7353f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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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评级结果数据显示，116家 P2P平台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13.49%，相较第一期

平均年化收益率(14.32%)，下降了 0.83个百分点。其中 A类平台平均年化收益率最低，

为 11.56%、B类平台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12%、C 类平台平均年化收益率 14.57%。 

目前，P2P网贷行业逐渐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并改变了人们对小企

业融资方式的看法。但同时，行业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其中坏账率就存在颇多争议。

本次融 360网贷评级报告显示，P2P网贷行业整体坏账率在上升。根据融 360调研显示，

目前有些 P2P平台的坏账率已经上升到 20%以上，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度较高和规模较大

的平台。 

报告还示，P2P网贷行业呈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上市公司参股或成立 P2P平台成为

一时风尚，一批专注垂直细分领域的 P2P平台开始崭露头角以及越来越多的网贷平台开

始布局移动端。 

◆【沪首家民营银行昨开业 推出“三免三减半”优惠】 

上周六，上海首家民营银行—华瑞银行正式宣布开业，而沪上十数家主流中外资银

行均已启动了对上海华瑞银行的同业授信，首批授信额度累计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并

对小微企业推出“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上海华瑞银行前期经过 3 个月的试营业，确立了“服务小微大众、服务科技创新、

服务自贸改革”的战略定位。而在小微企业服务上，其推出“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即免各类工本费、免账户管理费、免结算手续费，票据承兑手续费减半、票据托收费减

半、代理查询费减半。试营业期间,该行已为自贸区内企业办理了首笔保函项下的“内

保外贷”业务。据悉该行已在年初启动了“FT 自贸区分账核算系统”的研发工作,有望

于不久的将来实现投产。同时,该行专门设立了“科创金融服务中心”,与沪上知名 VC

机构合作,共同推进投贷联动模式的探索。首笔 5000万元科创型企业融资已于 5月 5日

成功落地,为上海云健康“基因工厂”度身定制专属融资方案。 

上海华瑞银行还与上海市工商联签订了《服务民营经济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并

与以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等一批科创服务机构、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一

批消费金融机构、以齐家网为代表的一批专业电商机构，以及以中国金电和北京旷视为

代表的一批互联网及大数据服务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而上海华瑞银行开业后，还

将切入三大重点：“互联网+”技术应用、以大数据征信为基础的风控和资产管理为导

向的金融服务。 

http://money.163.com/15/0524/08/AQCAOD2200253B0H.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