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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行格局十年演进:商业银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参考信息】 

 高端财富管理市场觊觎者众，以银行机构私人银行业务在中国境内开设为例，今年

正好十年了，与初期的同质化经营相比，依据自身特色寻求差异化是各家机构的方

向。目前这个领域的格局大致是，银行和非银机构分享市场。非银机构中包括保险、

信托、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券商。 

 今年以来，私人银行领域的一些变化值得关注： 

 首先是从机构类型方面，券商从财富管理走向针对超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部分

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则将面向客群的可投资产规模从高净值下沉至 30 万元以上的

大众群体。另外，产品的需求上也明显呈现从传统非标固收产品和证券投资产品向

PE股权、量化投资类产品转变。 

 纵观市场，在私人银行领域，商业银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截至 2016 年底，共有

22家中资私人银行设立。据统计，除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外，有意开展私行业务

的中小银行还有 40 余家。上市银行披露的年报数据中，2016 年银行的私行业务开

始出现分化，个别银行增速出现下滑。 

 但是，就高净值人群所拥有的资产来讲，由商业银行的私行所管理的资产占比并不

高。普益研究院《2017 年私人银行报告》统计，2016 年 17 家中资私人银行管理金

融资产的渗透率为 13.9%，私行客户数的渗透率为 24.1%。银行市场内部国有商业银

行市场渗透率相对较高，股份制银行及城商行的渗透率较低。 

 非银机构中，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最典型。近期，部分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的发展

路径出现新的变化，从产品代销到资产端构建的过程暂告一段落，现在业务的重点

重新回到资金端。 

 第三方财富管理行业的分化表现在行业发展初期由于主要以信托产品的代销为主，

这一特性为初期布局高净值客户打下基础。而现在则出现客户下沉的趋势，将所专

注的客户资产规模下降，主攻介于高净值群体和屌丝群体之间的人群。 

 与之相反，券商机构则开始加大对高净值和超高净值群体的布局力度。2016年四季

度以来已有多家券商专门针对家族财富和私人银行设立部门。例如兴业证券设立私

人银行部，门槛为可投资产 6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中金公司推出家族财富业务，管

理门槛分为可投资金融资产在 100万~1000 万美元和 5000万美元以上两层级；平安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1377/n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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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也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五个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不同层级门槛分别为 3000

万元、6000万元人民币。 

 券商机构认为，从全球范围看，高净值人群与资本市场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高净

值客户的财富取得大量来自于资本市场，福布斯全球富豪实时排行榜前 100 名中有

79人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高净值客户财富的保值增值也主要依托资本市

场，其资产近 60%配置在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投资。 

 高净值群体的需求变化也十分明显。过去针对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产品以高收益

固收产品为主，2014-2015 年间伴随资本市场走势，二级市场资产配置快速增长，

2017年则成为 PE类私募股权投资产品的春天。相应的机构在 2017年资产配置方面，

对于产品的筛选逻辑是增加PE产品，用量化产品替代部分固收。PE产品主打Pre-IPO，

其次是聚焦产业龙头的并购基金和聚焦国企改革的 PE项目。 

 此外，海外资产投资的需求也在增加。资产管理机构参与海外投资比较直接的方式

是沪港通、QDII和未来的债券通模式。2017 年以来港股通增量比较明显，海外尤其

是在香港上市的高科技企业股票投资可以成为高净值客户长期的价值投资方向。 

【分析点评】 

 私人银行在产品方面，非标固收减少毋庸置疑，二级市场的配置则以量化产品为主，

最看好的是股权类配置。预计未来三年左右会增加股权类的产品配置，因为中国一、

二级市场目前仍然存在剪刀差，剪刀差或将在 3 年内消失，消失之前股权的风险收

益应该较好。 

【参考链接】 

 私行格局十年演进:商业银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央行逆回购足额对冲到期量 后市资金面仍有收紧压力】 
5月 25日，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了 600亿元 7天期和 100亿元 14天期逆回购操作，

中标利率分别持平于 2.45%和 2.60%。由于今日将有 700 亿逆回购到期，故今日公开市

场零投放零回笼。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有 4100 亿逆回购到期，周一到周五分别到期 100

亿元、1700亿元、1400 亿元、700亿元和 200 亿元，无正回购、央票和 MLF到期。 

信息精粹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17-05-25/doc-ifyfqvmh8783621.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17-05-25/doc-ifyfqvmh8783621.shtml
http://bank.cnfol.com/yinhangyeneidongtai/20170525/247660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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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Shibor)短期品种利率继续下行，中长期品种利率继续

上行。具体来看，隔夜 Shibor报 2.6110%，下跌 1.20个基点。7天 Shibor 报 2.8430%，

上涨 0.04 个基点。3 个月 Shibor 报 4.5338%，上涨 1.61 个基点。一年期 Shibor 报价

4.3342%，上海银行间市场的一年期贷款基础利率(LPR)4.30%。这是继 5月 22日 Shibor

一年期品种首次赶超一年期 LPR后，连续四日高于 LPR，并且进一步逼近 LPR水平。 

多家机构分析，一年期 Shibor 赶超一年期 LPR 并不意味着央行将要加息。综合机

构观点来看，伴随着金融去杠杆、同业监管的推进，银行负债成本可能仍面临继续上行

压力，但考虑到监管政策将加强协调、货币政策将维持稳健中性，短期内银行的负债成

本继续上升的空间已不太大。 

◆【平安银行推进智能化零售战略收获颇丰】 
平安银行公布的一季度报告显示，该行围绕“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公司做精”三

大核心策略，改革转型取得较好成效。报告显示，一季度，平安银行资产总额突破 3万

亿元，达 30061.95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79%。实现营业收入 277.12 亿元，同比增长

0.65%（还原营改增前的营业收入为 297.90 亿元、同比增幅为 8.20%）；净利润 62.14

亿元，同比增长 2.10%，盈利能力保持稳定。 

2017年以来，平安银行零售银行业务持续深化转型和升级工作，全面推进智能化零

售银行转型，创新“SAT（社交+移动应用+远程服务）+智能网点”为核心的零售银行服

务体系，为客户提供丰富的金融和生活场景，实现了业绩、服务、产品、渠道、组织等

方面多点突破，推进零售业务的整体突破——业绩：规模实现快速增长，资产质量持续

保持良好品质；服务：大数据精准把握客户需求，“SAT+智能网点”提供智能化无缝体

验；产品：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升级财富管理，构建一站式零售综合金融服务；渠道—

深化行外合作，基于智能主账户打造 B2B2C零售业务发展新模式；组织：互联网化组织

管理支持创新快速落地，多维度、多层次改善产品和服务，提升客户体验，努力打造“更

懂您的智能银行”。 

◆【2016 年中国互金估值榜 蚂蚁金服 4080 亿居首】 
在 2016年中国互联网金融估值榜中，蚂蚁金服以 4080亿元人民币拔得头筹，第二

的陆金所为 1258 亿，众安保险以 552 亿位列第三。自诞生之日起，蚂蚁金服的 IPO 传

闻似乎就没有间断过。近期有媒体报道称，蚂蚁金服 IPO计划已暂时搁置，最早明年年

底之前才能上市。对此，蚂蚁金服发言人向媒体回应称：“蚂蚁金服现阶段专注于数字

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yh/yx/201705/t20170524_118002.html
http://bank.jrj.com.cn/2017/05/250748225299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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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全球化，目标是给全球 20 亿人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没有上市融资需求，没有

上市时间表和上市地点安排。”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目前已经有 29 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完成了 C 轮融资。包括陆金

所、拍拍贷、乐信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巨头也多次被报道称“为 IPO开展了实质性动作”。

巨头们纷纷开启了 IPO 征程，却默契地保持低调。专家和券商分析人士表示，监管因素

或是巨头们“欲语还休”的最核心因素。未来随着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全部完成，各项

监管细则正式落地，才是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企业的 IPO“良机”。 

◆【央行出台集中代收付业务新规：停止服务不合规机构】 
近日，央行向各分支机构和主要商业银行下发新规，加强小额支付系统集中代收付

业务管理。接近央行人士透露，其所在的央行分支机构已经收到这份文件。 

新规对央行分支机构、集中代收付中心和商业银行均提出了相关要求。具体来说，

对于央行分支机构，新规明确了其六大职权；对于集中代收付中心，明确其“小额、公

益、便民”支付服务定位，包括只服务公用事业类和公益类机构、单笔最高调整为 5万

元、逐步采取免收费政策等；对于商业银行，主要强调及时、规范处理集中代收付业务。 

新规强调，集中代收付业务应定位于“小额、公益、便民”支付服务，针对集中代

收付中心提出了多项要求。 

首先，限定了集中代收付中心的服务对象，仅向所属央行分支机构辖区内的公用事

业类和公益类机构提供代收付服务，严禁向公用事业类和公益类机构以外的其他机构提

供代收付服务。对于已为其他机构提供代收付服务的集中代收付中心，应于今年 12 月

31日前断开与上述机构的连接，停止为其提供服务。 

华东某城商行网络金融部人士表示，集中代收付业务要求服务公用事业类和公益类

机构，比如水电煤等缴费，不过具体是央行分支机构或集中代收付中心执行，可能存在

一些不合规现象，所以要求加强管理，停止服务不应接入的企业。 

其次，新规还调整了单笔金额上限，并将逐步采取免收费政策。自今年 6 月 30 日

起，集中代收付业务的金额上限调整为 5 万元/笔；集中代收付中心应逐步采取免收费

政策，自 2019年 1月 1日起一律不得向代收付业务的委托人收取费用。 

第三，集中代收付中心与委托人新增、变更或终止业务合作关系，应报所属央行分

支机构同意。 

第四，集中代收付中心不得将核心业务外包，包括委托单位资质审核、委托协议签

http://bank.hexun.com/2017-05-25/189345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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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集中代收付业务处理、风险控制等。对于已将上述核心业务外包的集中代收付中心，

超期未终止业务委托协议的，央行将责令其退出小额支付系统。 

◆【邮储银行电子银行客户突破两亿户】 
近日，邮储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15 日，该行电子银行客户规模突破两

亿户大关，达到 2.05亿户。  

邮储银行近年来紧跟互联网发展趋势，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体验更加良好的金融服务，

在产品创新、客户营销、平台打造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产品创新方面，

该行先后建成新一代手机银行、移动展业、新版门户网站等新一代电子银行渠道系统，

陆续推出 E 捷贷、网贷通、微支付、Apply Pay、银联二维码支付等创新产品。在平台

建设方面，邮储银行加快构建线上线下“三个银行”。一是在商业银行中率先建成互联

网金融云平台；二是线上将手机银行、个人网银、微银行等电子渠道，整合为线上交易

服务平台；三是创新推出“互联网金融+农村电商+消费”等数字普惠金融，打造平等共

享的普惠银行。在市场营销方面，该行深耕互联网金融市场，先后推出了“手拉手”“亿

路有你”等全国性营销活动，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新模式。 

 

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yh/sd/201705/t20170524_11802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