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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信托：2016年度工作总结与2017年度发展计划
文│张博
2017年将是中国民生信托的崛起之年。我们将在公司董事会正确领导下，精诚团结，拼搏奋
斗，力争使公司在成立第五年就挺进信托行业第一阵营，向董事长提出的成为“一家出类拔
萃的投资银行管理型金融机构”的目标继续前进。

2016华丽转身——转型与业绩齐飞
文│吴敏、王燕
2016年公司快速完成转型，前中后台各团队经过一年的锻炼，初步适应了公司“投资银行管
理型金融机构”的战略定位和“投资、投行、资管、融资、财富”五大市场定位，在新的一年将
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公司新的征程。

· 公司评选 2016 年度“十佳团队”、“十佳经理人”与“十佳员工”
· 中国民生信托与万达商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 中国民生信托进军航运市场，船舶业务正式起航
· 中国民生信托 2017 年度工作会议暨新春联欢会成功举办
· 中国民生信托北京财富中心旗舰店隆重开业
· 金融理财“金貔貅奖”榜单新鲜出炉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荣获年度金牌信托公司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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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博士的建言献策]

关于信托业务转型的几点思考
文│解玉平
信托行业整体进入了转型期，作为信托业老兵都在思考，信托工具核心的内涵是否发生质变？我
们应该如何适应？借此谈些个人看法。

经济世界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论金融决策的依据选择
文│马勇
2017年，影响世界及中国经济波动的因素仍然很多，金融决策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在金融决策
中，无论是投资决策，还是融资决策，最关键环节都要围绕评估标的价值前景来展开。

浅析海外资管机构发展对于国内信托公司开展资管业务的启示
文│沈菲
全球资产管理业务蓬勃发展，国内资产管理业务领域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相信中国民生信托
一定能够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辟出一条具备自身特色的资产管理发展路径。

人工智能与公司业务发展思考
文│李治、刘胤、葛铭
人工智能和金融的结合，成为智能金融的无限可能。越来越多的金融业务，应用人工智能提供大
量的辅助决策工具，更容易地获得数据和分析层面的支持，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再议巴菲特价值投资的外在与内在
文│易卓
价值投资的外在，即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合意的“好生意”；价值投资的内在，是资本推动的公司
治理改善与经营效率提高。外加内，才是真正价值投资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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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三

中小型企业投融资风险控制及投后管理措施
文│刘文宇
相对于大企业来说，中小型企业在管理等方面存在局限性，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情况较多，财务
规范程度较差，提供的财务数据、经营数据可靠性较差。

危机与商机共存——2017年市场变革中看信托投行业务
文│刘鼎哲
在“传统业务利差收窄”、“牌照优势不再”、“同质化竞争泛滥”……等市场内外压力下，越来
越多的信托公司开始真正的“抬头看路”，思考信托行业在监管套利外，对于市场、客户而言自
身真正的附加价值何在，信托业务创新、转型的探索案例越来越多。

新形态下的不动产投资，玩什么，怎么玩
文│胡玉婷
“麻豆儿、工资婊、接刀、调度费……”——这些词第一反应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不知
道，甭管你是几零后，你OUT了！“区块链、智能资产社区、房地产UBER模式、社群经济”——
这些概念你深刻理解了吗？如果知之不多，你 OUT 了！——

提升自我   携手共进   砥砺前行
文│吴蓉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6年，信托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延续自2014年以来的持续变化态势，随着传
统业务的不断收缩及创新业务的迸发增长，信托公司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和生存挑战，
与此同时，也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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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歌行】贺民生信托转型发展并咏新春   文│席曦   

4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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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财富管理核心能力的四道加法 
文│段雯彦
2016 年刚刚落幕，经过三年的连续增长，民生信托不论从资本实力、盈利水平以及资产的
主动管理能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功从一家最年轻的信托公司，跻身行业中游，
并将在未来的一两年时间内，继续向行业第一阵营迈进。

细分客户与立体营销——打造民生信托“资金端”核心发展能力
文│李树

“细分客户”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由美国学者温德尔 · 史密斯提出的营销理论，其核心
思想在于企业必须重视客户需求的异质性，并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服务和销售模式。

至信至诚，使命必达——记北京财富中心团队的建设
文│北京财富中心
北京财富中心，是公司大本营扎根于北京市场、辐射京津冀地区、服务全国的一个标杆
旗舰店，是公司在财富管理年的里程碑之作。对于这样一个背负重任而生的新团队，他
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呢？

财富管理年专栏 WEALTH  MANAGEMEN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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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民生信托第三个完整的经营年度，是三年打基

础的收官之年，也是“转型发展”的第一年。一年来，在董事

会的正确指导和坚定支持下，公司在资本层面、治理层面和

经营管理层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改观和进步，取得了一定的工

作成绩。

2016年度经营业绩

通过对公司经营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有三个显

著特点：

1 从 年数据来看，2016年公司经营业绩继续大 增

长，核心 标 利 完成任务。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20.05亿元，同比增幅85%，完成

年度预算22亿元的91%，净利润9.51亿元，同比增幅143%，

中国民生信托
2016年度工作总结与2017年度发展计划

完成年度预算8.5亿元112%；净资产规模99.3亿元，同比增

幅176%；人均净利润370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目标280万元的

132%；信托业务收入占比76.5%，高于年度预算目标65%近

12个百分点；年末管理资产规模1,577亿元，同比增幅41%，

完成年度目标1600亿元的99%。

2 从数据结构来看，创新业务 成为公司发展的主要动

力，战略转型初 成效。

公司全年新增业务1589亿元，其中主动管理规模1231亿

元，占比77.5%。新增主动管理规模中，投行业务占比13.65%

（全新），资管业务占比10.36%（全新），资本市场业务占比

20.60%，较上年增长313.92%，以上三项占全部新增主动管

理业务57.56%；另外工商企业业务占比24.95%，较上年增长

144.44%；房地产业务占比5.67%，较上年下降43.75%；基础

设施业务占比2.27%，较上年下降79.67%。

3 从 史数据来看，从2013年到2016年，公司核心业务

5

    民生信托副董事长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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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取得了连续100 增长，在 经营的同时实 了业务

高速发展。

复业以来，公司资产管理规模分别为389亿元、617亿

元、1120亿元、1577亿元，3年复合增长率59%；公司主动业

务占比分别为24%、43%、57%、75%，3年复合增长率46%；

公司年度新增业务量分别为412亿元、441亿元、974亿元、

1589亿元，3年复合增长率57%；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67

亿元、4.68亿元、10.82亿元、20.05亿元，3年复合增长率

129%；公司净利润分别为5645万元、1.87亿元、3.91亿元、

9.51亿元，3年复合增长率156%；公司人均净利润分别为63

万元、116万元、188万元、370万元，3年复合增长率81%；公

司成本收入比分别为49%、39%、46%、32.2%，3年来下降了

17个百分点；公司向投资者分配收益分别为5.34亿元、37.92

亿元、76.26亿元、91.18亿元，3年复合增长率158%。

综合来讲，2016年公司较好地完成了董事会确定的“转

型发展”的目标。公司创新型主动管理业务已占据半壁江

山，走上了回归信托本源，打造“投资银行管理型金融机构”

的发展道路。

2016年主 经营管理工作

1 大 增资，资本实力 行业前 。

2016年3月29日，在集团的支持下，公司并入上市公司旗

下，大股东变更为武汉公司，并同时增资40亿元，公司注册资

本达到70亿元，一跃成为行业前十名，极大的增强了公司资

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业务拓展、行业评级等各方面

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2 战略转型， 动 统性改 工作。

公司以“投资银行管理型金融机构”为战略定位，确定

了“投资、投行、资管、融资、财富”五大市场定位。经董事会

批准，通过对组织架构、决策机制、业务标准、考核政策、资

金策略的系统性改革，建立了一整套与公司战略目标和市场

定位相匹配的运营机制，“专注、专业、专享”成为公司2016年

业务拓展的最鲜明特点。

在组织架构方面，公司按业务方向对前台业务部门彻底

重整，要求各业务部门坚守业务定位，改变过去名不副实一

团混战的局面。公司各业务部门已成为具有鲜明专业特点的

战斗团队。

在决策机制方面，公司董事会对决策机制进行了系统梳

理，根据新的市场定位和组织架构优化调整了全部审批流

程，结合业务特点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缩减了不必要的

审批节点，提高了业务审批效率。

在业务标准方面，公司出台了11项较为系统性的业务操

作指引，在业务选择、操作标准和风控条件等方面进行了明

确，积极有序引导公司业务转型和发展。

在考核政策方面，为解决公司考核激励中的结构性问

题，充分发挥公司激励政策的引导性作用，公司在薪资水平、

激励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优化，变“低薪+项目提成”为

“中高薪+集体劳动分红”，使公司考核激励制度与战略发展

方向相结合，真正发挥激励机制的引导促进作用。

在资金策略方面，为了切实提高资金端销售能力，公司

成立了专项工作计划，加强销售团队建设、理顺公司内外部

资金管理关系、大力拓展机构销售渠道、创新产品结构以适

应资金端需求，有效提高了公司资金获取能力。2016年全年

发行规模超过1100亿元，单月发行规模最高超过200亿元。

通过一系列有效地改革措施，公司在投资、投行、资管类

业务方面取得较大突破，证券投资、债券投资、pre-IPO、定

增、境内外并购、PE直投、投资基金、实物资管等等投行、资

管类业务均有较多的优秀案例出现，初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

“投资银行管理型”金融机构的特征。

3 专业高效，公司 管理专业化建 成效 。

公司按照“投资、投行、融资、资管”四个主要业务领

域，对风险评审进行相应的专业化改制，设 立了投资（固

有）业务评审部、投行业务评审部、资管业务评审部、融资

业务评审部四个二级部，对应各自所侧重的不同业务领域集

中进行评审，强化各个评审团队及评审人员的业务专注程

度，提高专业化评审水平，从而提升风险管理的整体审查层

次和质量。

优化业务审批流程，进一步提高业务审批的规范化管理

和审批效率。2016年6月，按照公司新的董事会授权、新的业

务审批体系以及新的组织架构的调整情况，公司完成了对主

2016
REVIEW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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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管理类业务和事务管理类业务相关的全部审批流程的梳

理和修订，并对TCMP系统流程进行了相应调整。根据期间

业务流程运行情况以及业务实际需要，对于部分标准化程度

较高的证券投资业务，新增了主动管理类信托业务立项审批

简易流程，结合具体业务特点，在保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缩减

了不必要的审批节点，进一步提高业务审批效率。

2014年至2016年公司累计新增业务量为3002亿元，其中

主动业务占比超过70%。从2016年末全面资产排查情况看，

资产质量保持平稳，无重大问题资产，公司保持了较为健康良

好的发展状态。

4 审 ，财务管理水平持续提高。

公司2016年注册资本大幅提高，资本金超过90亿元人民

币。为稳健管理，充分发挥资本金优势，公司一方面保障日常

经营支出和保持公司流动性的资金，另一方面在固有资金投

资使用与支持信托项目发行上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利用40

亿元资金支持了49个项目200多亿元的项目发行。另外，面对

“营改增”等大的政策环境的变化，积极应对、准确处理，完

成了财务管理工作的平稳过渡。

5 优化结构，建立适应转型的人才发展战略。

◇ 优化重整，打造核心团队。

根据新的组织架构及业务转型需要，今年我们招聘的重

点为公司着力布局的“投资、投行、资管、财富”四大领域专

业人才，通过多种招聘渠道，从券商、基金公司引进了专业的

投资、量化人员，从大型银行、信托公司引进专业的风险控制

人员。截至目前，全年共引进122人，其中投资、投行、资管类

人员37人（占引进人员总数的30%）、财富类人员37人（占引

进人员总数的30%）、相匹配的风险控制类人员25人（占引进

人员总数的20%）。同时，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我们对人员

队伍进行了整合优化，对不符合业务需要、业绩差的人员进

行淘汰，共淘汰27人。

截至2016年底，公司在岗员工285人，前中后台比例为

6:2.5:1，基本符合行业水平，员工中60%具有硕士以上学历、

平均年龄33岁，已形成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年轻化、高学历团

队，“投资、融资、投行、资管、财富”五大领域人员已初具规

模，核心的业务团队已基本形成，财富销售队伍的核心骨干

人员已经到位，为明年财富管理年打下良好基础。

◇ 加大转型业务培训，提高员工专业水平。

2016年，针对业务转型之需，开展了系列投资及海外并

购相关内容的培训，从操作实务、法律合规、风险管理等面

进行深入培训，全年共组织30次内部培训（其中新员工培训

5期）、22次外部培训，培训课时469小时，培训总人次2836人

次，人均培训学时50.3小时。

6 再接再 ，公司创新业务资质连下两城。

为配合公司业务发展战略的落实，公司积极申请创新业

务资质，于9月份获批“QDII”业务资质，12月份获批“股指

期货”业务资质。两项创新业务资质的获批，为公司拓展海

外业务及资本市场业务提供了重要工具手段，意味着公司在

创新业务发展方向上得到了监管部门的高度认可，新资质将

与“固有投资”、“私募基金管理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

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等创新业务资质一起极大促进公司

相关业务的发展。

7 实力初 ，公司 中信 创始 东。

公司作为全行业68家信托公司中最晚成立的一家，在仅

复业三年后，就受邀成为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

股东，且超过众多老牌公司，与平安、中信等七家行业第一阵

营公司同为第二大股东，充分证明了公司在资本实力、经营成

绩、创新转型、品牌声誉等方面得到了监管部门认可，公司综

合实力开始初步显现。

8 果 ，公司品牌建 继续深化提高。

公司在2015年品牌建设成果基础上继续加大宣传推广

力度，制作发布了公司宣传册、宣传片及微信H5；配合财富市

场拓展，在北京、上海、南京、深圳、武汉投放了LED大屏及

交通广播广告；在《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经济观

察报》等媒体发布了公司专访文章；与《财新》杂志合作举办

了2016年度财新峰会论坛，极大提高了公司品牌知名度。

公司2016年获得了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新引擎·新增

长—2015-2016年度产业与资本年会”颁发的“卓越投资机

构”、由证券时报主办2016中国信托业发展高峰论坛暨第九

届中国优秀信托公司颁奖典礼颁发的“锐意进取信托公司”

奖项、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观察家金融年会”颁发的“年度

2016
REVIEW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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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成长信托公司”奖项、由太和顾问主办的2016（第五届）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论坛暨中国好雇主颁奖盛典颁发的“最佳

雇主优秀企业奖”、由东城区政府颁发的“东城区百强企业”

称号、由证券日报主办的2016证券市场年会颁发的“优秀金

融机构龙鼎奖”、2017年中国金融理财创新与发展论坛暨第

七届金貔貅奖“年度金牌信托公司”等系列荣誉，公司市场美

誉度进一步得到提升。

9 重 推进， 统提 ，IT建 成绩 。

公司信息化建设按照“以保证信息系统安全运行为前

提”、“先内后外”、“完善一批、上线一批、推进一批”的指

导原则，重点从基础设施、应用系统、信息安全等方面，继续

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 在系统建设方面：公司机房、网络等IT基础设施全

年安全稳定运行无事故，基础设施可用性达到99.999%，实

现全年运行“零中断”目标。公司上海异地灾备中心机房建

设完成，主要指标达到国家标准B类机房要求，为持续完善

灾备系统，满足监管要求，保障业务连续性打下了基础。公司

持续优化完善信托综合业务系统、财务管理系统、数据仓库

BI、内网统一门户等各应用系统，2016年累计优化系统缺陷

以及实现系统新需求达480项。

◇ 在重点项目方面：公司启动面向客户的APP建设，定

位于高净值客户的移动财富管理专家，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

突破传统物理场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全面支持财富端网络

获客、产品推介、产品销售、客户服务以及公司品牌推广的业

务经营与管理活动，在已有网上信托（PC版）、微信公众号的

基础上提供了功能更丰富、体验更优的线上营销服务渠道。

目前APP项目已基本开发完成，即将上线试运行。

公司营销服务管理系统（大CRM）正式上线，全面支持

呼叫中心、客户管理、产品管理、发行管理、营销活动、网上

信托、移动展业、面签双录等业务活动，以信息技术助力公司

财富管理规范运营与效率提升。

加强证券投资信息系统建设，支持公司资本市场业务

开展。全年新增对接券商PB系统10个，承载公司股票二级市

场业务项目30余个，全年通过系统实现交易金额超过600亿

元。配合股指期货业务资格申请，完成股指期货交易系统建

设。加强量化咨询数据库建设，完成万德数据库、朝阳永续

数据库、彭博终端、大智慧终端等资讯系统部署。

10 整章建 ， 统 理优化公司 度体 。

为更好适应公司转型发展要求，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

障，提升管理水平与工作效能，根据公司组织架构及业务等

方面的调整，公司对现有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修订工作。

本次制度建设共涉及公司10个一级部门，各项制度文件共计

223个，并拟按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综合管理、资产财务、风

险控制、财富市场等篇目形成制度汇编发布执行。

此次系统梳理了公司各类业务操作指引，明确了各类业

务操作指引及各管理部门规章制度的职责边界，是提升公司

整体经营管理效能的“硬支撑”。

工作思

以2016年转型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基础，继续坚

持四大资产端定位：投资、投行、资管、融资，继续坚持“主

动管理化、投资银行化”的发展道路，以“专业化”为核心抓

手，将资产业务由“小规模质变”带入到“大规模量变”的过

程中。同时，将2017年作为“财富管理年”，加大财富市场推

广工作，推行“多目标、多渠道、多产品”的立体营销战术，

以金融机构、企业机构、高净值人群、超高净值人群、互联

网理财客户为五大市场目标，拓展营销渠道，丰富理财产品，

在多个渠道向客户提供固定收益类、固定收益+浮动收益

类、浮动收益类的短期（2年以内）、中期（2-3年）、长期（3

年以上）小额、大额、超大额的理财产品，真正打通资金供

给侧与需求侧的通道，使之形成良性互动互补的循环关系，

推动公司业务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力争使公司在2017年

进入行业第一阵营。

点工作

1. 继续深化“供 ”改

◇ 市场营销向专业化、纵深化方向转移，既强调金融产

品的专业化，又强调行业、企业的纵深化。

◇ 风险管理向扁平化、专业化方向转移，风险合规运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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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业处理及链接需扁平化，各个环节自身需要专业化。

◇ 投资、投行、资管下的标品信托、股权信托和财产信

托要成为业务主流，并且量比齐升。

◇ 完善专业资质布局，申请获批“资产证券化”专业资

质，充分发挥创新业务资质作用，实现产品结构系统升级。

◇ 着力提升固有资产经营管理能力，在目前流动性保

障与发行支持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打造自主滚动投资优质

资产的能力，使固有投资收入也成为公司整体收入的重要

组成部分。

2. 下大力 进行“需求 ”

◇ 五大客户分类定位：金融机构、企业机构、高净值客

户、超高净值客户、互联网理财客户。

◇ 产品设计上打通产品端与资金需求端的关系：产品策

略是撬动资金的核心环节，创新产品结构，丰富完善收益、期

限、产品等的错配关系，多渠道多策略撬动资金。

◇ 完善全国财富中心布局，在广州、重庆、杭州、天津、

济南新设5个区域财富中心，与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武

汉、成都共同形成覆盖全国主要发达地区的十一个财富中心

的格局，以北京财富中心为样本，大力试行推广“财富VIP服

务中心”模式，打响“民信财富”的市场品牌。

◇ 大力拓展互联网资金渠道，打造低维护成本的资金

获取平台，并成为维护客户的重要工具。

◇ 订立目标，分解任务，制定折标化的考核方案，推动

资金营销工作大踏步前进。

3. 进一步优化业务“决策”和“考核”两个核心机

一方面，对业务决策机制要进一步扁平化和专业化以

提高作业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对考核机制要通过专业

化以不断引导改变业务结构，通过专享化以不断引导提升

业务规模。

4 标 的信托业务经营管理模式

以银监会八大分类（债权、股权、标品、同业、财产、资产

证券化、公益、事务）为指引，将全部信托业务进行标准化分

类与管理，实现包括营销、立项、尽调报告、项目评审、法规

审查、运营审核、资金对接、财务核算、绩效考核在内的全业

务链条的标准化，使分类标准、数据生成、统计考核全部统

一到一个管理口径上来。同时系统优化IT系统，形成真正意

义上的“核心业务系统”。

5. 继续加大团队建 力度，适时推出中长期 计

◇ 在人才引进方面，重点加强引进财富管理条线和符

合公司业务发展方向的高端业务与风险人才，全面提升公司

人才引进质量。

◇ 在培训提升方面，加强培训深度，根据公司业务需要

引入高端专业培训；拓宽培训维度，不仅利用公司内部专业力

量，同时考虑走出去培训，利用国内乃至国际一流专业力量

为提升团队整体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 在系统考核方面，建立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趋势要求的

绩效管理体系，实施精细化考核管理，对不同业务类型实施

有区别的考核系数，真正让考核发挥引导作用，体现公司政

策导向。同时，结合集团有关政策要求，研究推出“中长期激

励计划”。

6 继续加大企业文化建 和品牌建 力度， 过多

动 式进行 推动

对内增强员工的安全感、归属感、信任感和成就感；对

外要让公司品牌形成统一的社会的认知、认同乃至欣赏。

7 合规这根 ，任何时 都要严 、

分 、不出

在风险管理方面，核心是对交易对手的甄别、对交易产

品的设计，要避免资产贬值、损失的风险；在合规管理方面，

要看清红线、少碰黄线，主要边界掌握在绿线范畴。

2016年是公司的“转型发展年”，公司通过一系列的转

型改革措施较好地解决了“资产端”的转型发展问题。2017

年公司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提升“资产端”专

业化经营管理水平，同时，确定“财富管理年”为新的主题，

打造公司“资金端”的核心发展能力，彻底解决资金端与资产

端不匹配的矛盾，为公司实现“十年创大业”的目标扫清前进

路上的最大障碍。

2017年将是中国民生信托的崛起之年。我们将在公司董

事会正确领导下，精诚团结，拼搏奋斗，力争使公司在成立第

五年就挺进信托行业第一阵营，向董事长提出的成为“一家

出类拔萃的投资银行管理型金融机构”的目标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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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对于民生信托和所有民生人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公司顺

利完成了年初经营预算指标，实现净利润9.51亿元，较2015年3.91亿元

同比增长143%，在68家信托公司中位居25位左右，步入行业中上游水

平。自2013年4月开业至今，公司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56%，被业内亲切

称为“最年轻也最具激情”的信托公司。

数字只是绚丽夺目的外表，每一个民生人都知道漂亮数字背后隐藏

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故事：业务转型。地产融资和政信业务是信托公司的

传统主要业务类型，占比超过半壁江山。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43号

文的出台，信托公司的传统主力业务开始萎缩，且未来下行趋势不可逆

转，业务转型成为所有信托公司将要面对的问题。2015年年中，公司明

确提出业务转型，并将2016年的主题确定为“转型发展年”。经过一年

的努力，公司的主力业务从传统的“房地产、政信和工商企业”转向为创

新型的“投行、资管和资本市场”，创新型业务当年即为投资人和公司创

造了丰厚的回报，公司顺利完成各项经营指标。

资，资 力 前十
主 经营 进 行业中

2016年是公司发展的里程碑，大股东对公司增资至70亿元，注册资

本仅次于重庆信托、平安信托和中信信托，一举跃居行业第四，综合资

本实力进入前十，引发金融业热议。本次增资极大提升了公司的市场形

象和市场地位，民生信托由最年轻的中小型信托公司，一跃进入行业标

杆式的创新型领先信托公司之列。大幅增资为公司发展和转型奠定了

最坚实的基础，2016年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进入行业中上

游，并快速实现业务转型，投行、资管和资本市场等创新型业务带领公

司轻装上阵，冲刺行业第一阵营。

核心业务 年

公司自2013年成立以来，以保障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为最高准则，在

秉承严控风险、合法合规、踏实稳健的前提下，业务快速发展，各项核心

业务指标年化复合增长率均超过100%。

2016 转型与业绩齐飞
核心业务 年度对

回顾
REVIEW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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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敏

王   燕

由上图可知，公司除管理资产规模外，其他

核心指标复合增长率都超过 %。公司经营没

有盲目追求资产管理规模的绝对数字，而是将主

要的精力和资源投向主动管理类项目，立志成为

一家以主动管理业务见长的金融机构。公司主动

管理类资产规模复合增长率达 . %，主动类

信托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更是高达 . %。截

止 年年末，主动类资产占比达 %，远远高

于行业的 %。与此相对应，公司主动类项目贡

献 . %的信托业务收入，事务类项目收入占比

不超过 %。

近年来，监管机构逐渐放宽银行、证券公司、

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之

间的竞争壁垒，金融业进入了一个以竞争、创新、

混业经营为主题的大资管时代，金融牌照产生的

价值亟需重新认识与开发，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愈加集中于投资和管理资产的能力。民生信托顺

应行业趋势，以主动管理和投资管理为业务导向，

培养一流的投资团队，打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投行、资管、资 市场”

年公司深入研究信托行业发展趋势，认

为信托公司传统的地产融资、政信业务和通道业

务的市场空间正在萎缩，且下行的趋势不可逆转，

创新转型是公司前进的唯一出路。公司在 年

半年总结会上提出转型提升战略，以“投资银行

管理型金融机构”为战略定位，确定了“投资、投

行、资管、融资、财富”五大市场定位，并将

年定位为公司的“转型发展年”，开启业务转型的

新征程。

     信托财务 副总经理
          财务 财务信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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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知，公司创新型的“投行、资管和资本市场”

业务大放异彩，创新型业务收入占44%（2015年仅8%）。公

司2016年新增投行类业务，规模152.53亿元，贡献信托收

入1亿元，需要注意的是，投行类业务期限较长，且大量收

益体现在后期。公司资产管理总部成立于2016年6月，前两

个月基本处于设置业务流程和建设业务系统，8月末才开始

展业，仅4个月时间新增资管业务规模145.91亿元，贡献信

托业务收入1.71亿元。同时，资产管理总部船舶基金团队在

信托行业首创非标准化船舶资产管理业务，引发行业热议。

资本市场业务规模从86亿元飙升至315亿元，贡献信托业

务收入3.64亿元，较2015年的0.63亿元增长474%，成为公

司第一大业务类型。多只证券投资信托项目和上市公司定向

增发项目净值表现名列前茅。

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的“房地产、政信基础产业和通

道”业务占比快速下降，传统业务收入占比37%（2015年

占78%）。房地产规模85亿元，相比2015年的157亿元下

降46%，贡献收入1.9亿元，相比2015年的2.82亿元下降

33%。基础产业规模180亿，相比2015年的230亿元下降

22%，贡献收入2.69亿元。通道类业务397.98亿元，贡献收

入0.83亿元，收入和规模相对2015年均下降18%。

2016年公司快速完成转型，前中后台各团队经过一年

的锻炼，初步适应了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型金融机构”的战

略定位和“投资、投行、资管、融资、财富”五大市场定位，

在新的一年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公司新的征程。

201 年 2016年

201 年 2016年

房地产
2.82 ，35

2015信托收入8.01
工商企业

1.15 ，14

产业
2.39 ，30

事务类
1.02 ，13

资本市场
0.63 ，8

资本市场
3.64 ，25

资管
1.71 ，11

投行 
1.00 ，7

事务类
0.83 ，6

产业
2.69 ，18

工商企业
2.96 ，20

房地产
1.90 ，13

工商企业
157 ，14

资本市场
86 ，8

房地产
157 ，14

产业
233 ，21

事务类
487 ，43

工商企业
301 ，19

投行                   
153 ，10

资管
146 ，9

资本市场
315 ，20

房地产
85 ，5

产业
180 ，12

事务类
398 ，25

2016信托收入14.73

2015管理资产规模1 120 2016管理资产规模1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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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业务收入1.71亿元。同时，资产管理总部船舶基金团队在

资本市场业务规模从86亿元飙升至315亿元，贡献信托业

务收入3.64亿元，较2015年的0.63亿元增长474%，成为公

司第一大业务类型。多只证券投资信托项目和上市公司定向

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的“房地产、政信基础产业和通

道”业务占比快速下降，传统业务收入占比37%（2015年

占78%）。房地产规模85亿元，相比2015年的157亿元下

降46%，贡献收入1.9亿元，相比2015年的2.82亿元下降

在新的一年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公司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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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十 、十

左起：监事会主席冯宗苏、刘庆振、马世崧、陈琼、刘丽丹、张颖、刘鼎哲、扈豪、欧阳艳红、钟天翔、覃西文、副董事长兼总裁张博

团队：资本市场总部      经理人：

[ 理 ] 2016年资本市场总部实 业务收入59 298 ，
上年 增长 3 5 6 .14 ，不 完 成了业 务考核 标，而

从收入结构来看，资本市场业务 主导，较 好地实 了业务转
型。建立了资本市场的业务发展体 ， 有一套与资本市场业
务发 展 相关的 套业务 度，为业务发 展 定 实的 度保

。 有一 专业的优 人才队 ，建立了与业务发 展相适应
的投 体 ，投资业绩 定 优 ，过去两年始 在行业前
百分之 以内。

团队：财富市场总部南京财富中心      经理人：张

[ 理 ] 1. 开创民生 销品牌， 公司空 块；2. 产品
销售发行再创新高，适 应公司转型 产品营销；3. 2016
年1 2 ，管 理 资 产 规 模 110多 ，存 续 客户6 0 0多户，年销
售规模 50 ，年人 销售规模5 ；4. 发挥利用分部建
经 ， 合支持上海、深圳、重庆、成都、武汉、北京等分部建

；5. 在上海和江苏两地开展 势 大的品牌 传工作。户外
LE 大 、平面广 、电视广 和多场多 式的营销 动构
建了全方位的 传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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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管理总部      经理人： 燕

[ 理 ] 2016年 管理总部高质高效完成各 工作。具体
为：1. 细化和规范评审工作，提高审 工作质量和效率，高效完成
各 评审工作。2. 加强公司 管理 度建 ，面对公司业务转
型，不断 理和加强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的 和分析工作。3. 
加强对各类业务、产品、行业及市场 和分析，不断 评审经

，提高评审能力。4. 加强团队建 ， 过在团队内建立传、 、
机 ，提高团队整体工作水平。2016年， 管理总部 计

理业务614 ，规模合计5892 。其中： 有业务有26 ，规模
148 ；主动管理类业务499 ，规模4881 ；事务管理类业
务89 ，规模863 。全年 开评审会90 ，上会评审 目
287 ，审 总规模2594 。

团队：投资银行总部并 投资一部      经理人：

[ 理 ] 2016年在海外投资、资本市场并 、定向增发等方
面 取得了 好业务成果，全年实 收入 9000 ，同 增长
156 ， 完成公司下 的业绩 标 163 ，连续3年

完成业绩 标。团队管理规范，团队 成员成长较快，具备较
高的 业素 和团队 作精 。

团队：投资银行总部华东分部      经理人：刘鼎哲

[ 理 ] 2016年度部门信托收入25 396 ，存续管理规
模 为1 50 ，业绩考核 标完成 率为50 4 ，人 创收在各
二 部门中 第一。团 队在 境 外 美 、并 金、P E
投 资等业 务方向 都 取 得了较 为 出的成 绩，其中中概 美
为投资标的的主动管理 类 境投资产品实 投资年化收 率
37 ，也为公司 境标 投资类业务 了较好的投资管理经

。 外、美 P -IPO投资、R sc p 游 公司 境
并 等明星 目也都 开 落地，为后续公司该类业务能力的
持续提 下了较好的 。

团队：财富市场总部客户服务部      经理人：刘

[ 理 ] 2016年公司主动类产品发行规模 到1159 ，发
行量与去年相 实 了 增长，由此也 来了各 工作量的

增长，全年客服 电话接 3000 、 理 回、
权转 等客户业务 30 0 ， 收 分 方案 8 50 ，进
行官网各类信 745 ，合同 1. 38 本，对各地财富
中心邮 合同123 ，合同 入 2100本，产品发行审核343

，TA 产品创 20 0 ， 发行方案 4 0 0 ，回收
视 1 5 0 0 ，此 外还 着 金业 会备案 、 费者权
保 工作 、反 工作 等重 要工作 。2016 年 客服 部还 与了
CRM、网上信托等 统建 工作。

团队：资产管理总部      经理人： 天

[ 理 ]  2016年 管理 规模 过145 ，部门收 入
过1.7 ，人 创收和业务完成率在各业务总部中 第一。
外，作为我司构建 金融资产和 金融资产领域资管体

的重要 成部分，资产管理总部在 金方面也迈出了重要
的创新步 ，探索出了业务模式， 步 成了 投资人的专
业投资 辑。

团队： 营管理总部投后管理部      经理人：马世

[ 理 ]  随 着 公司业 务高速 发 展，为应 对变 化，投 后 管 理
部在工作理念上 出调整，投后 范节 前 。管理中强
调标 化，注重细节， 。1、 好 目投后 行监 工
作，确保 目 照评审和合同要求实 。2、注重提
能力，创新 监 工具， 好 监 和 工作。3、重视

营管理能力提 。 目化解工作取得 成效。4、细化
各类 规管理工作， 各类 作 的发生。

团队： 合管理总部公司 公室      经理人：刘庆

[ 理 ]  在公司重 开业这几年，能 够 很 好地 领部门完成各地 公场所的 、各 大型会 的 及公司品牌 传工
作，很好地保 了公司正 转的各 工作。在部门人员 张的情况下，充分发挥部门员工工作 力，分工明确、各司其 ，较好
完成公司 的各 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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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法 合规管理总部法 合规管理一部      经理人： 琼

[ 理 ] 法 合规管理一部是一个勇于 、 于创新的团队，2016年在 人网 收 p yti 目、彩 金收 I G 目、
金 目、 出行等 目表 出色。在公司第一 ABS 目、 标转标 金管理产品 目中将合规水平发挥到了新的高度，同

时不断深入探索，在商业 易中 用法 人的思维不断优化 目 易结构， 法 的 用及实 更 、更 。

国 十

徐正国
资本市场总部 金融部权 投资专业总监

[ 理 ] 一、管理规模大：规模 过100 ， 到部门主
动 管 理 规 模的 9 0 。二、产品业 绩 好：全 年 投 资收

1.6 。

林    恺
财务管理总部计 财务部高 会计经理

[ 理 ] 工作 力、 任心强、 作 好，2016年
完成经营 报30 ，其他各类 报 、分析等70 ，取得了较
好的工作绩效。

左起：沈硕、潘亚兰、付昱铭、刘旭征、林恺、谢九洲、执行副总裁林德琼、首席稽核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王彤、许学英、刘晓栋、高戈、徐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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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投资银行总部华东分部高 经理

[ 理 ] 2016年度， 头并 与的信托 目中 计为公司
新增信 托 业务收 入 1.7 ， 头 目 外，高

还具体 了公司 托境外理财业务资格的申请、资 工
作，该资格于2016年9 取得监管 。

刘
金融市场总部金融同业部高 经理

[ 理 ] 2016年完成与主要合作机构的各 业务对接， 计
规模119.9 ，为公司信托计 的发行作出了 的 。
外，2016年年 ，该同志推动与深圳前海金融资产 易所有限公
司 成合作意向， 向我司 信120 。如果合作 利落
地，将对公司2017年的信托计 发行提供进一步的保 。

徐学
法 合规管理总部法 合规管理二部高 经理

[ 理 ] 业务能力较强，工作 业业，2016年 出具了62
个合规意 ，上会55 ，报备32 ，审 合同文本1030 ，
目外合同审 72 ，处理 目要素变更、提前 等 190个
后续 程；对初审人员 核合规意 49 ， 核合同157 。
重 目的 “ 人网 境 外收 目”、“ 境 外收

目”、“美 权投资 目”、“重庆 PPP 目”等。

营管理总部投后管理部高 经理

[ 理 ] 工作 真 负 、 实 干，无 论 是 在 营 管
理、 监 、 目投后 场 ，还是 目 提 、 、
处 ，都能够以 高的工作 情、 业精 和专业素 高效完
成各 工作。2016年3 ，该同志及时发 其负 的一个融资
类 地 产 目出 信号，随 即向 相 关领导 报 情 况 并发出

提 。后续全程 与了该 目 应对方案 定、全面监
管 定工作，并具体负 监管事 的落实。最 该 目于
2016年9 时结 ，成功化解 。

刘 征
人力资 管理总部人力资 部高 经理

[ 理 ] 工作 主动， 真负 ，任 任 ，经 加 加
。在2016年人才需求大 度大的情况下，能够 开
思路， 道，全年 3 ，面 600多

人 ， 进122人。作为部门核心 干， 了 工作外，
还 部门大量 事务性工作，及时 确进行人力资 相关
分析统计工作，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较高。

铭
合管理总部信 部高 经理

[ 理 ] 业务 能扎实，工作 真严 ， 事 实，面对工
作中的 和 目挑战表 出 好的 压能力和工作
情。负 公司 易 统建 和 行，压力大， 任重，多
成功发 和 易 统 ， 易 统
行 ，保 了公司 业务的正 开展。

亚
核管理总部审计 核部高 经理

[ 理 ] 亚 工作 ， 真负 ， 任 强，经 加
加 ，较 好地完成年度各 专 核工作和内部审计工作，
其是在绩效考核和 专 核工作中，能够提出建 性意

， 在 。

沈    
董事会 公室公司治理经理

[ 理 ] 工作 表 出，在 多服 务工作 中 条 理 ，思
维 密，能够提出合理意 与建 ，为公司进一步提高 事效
率、治理水平 出 。在 度 建 工作中，能 够以专业
的 精 与细 心 的 态 度， 调 相 关 部门，完 成 度
编，为公司发展提供 实的 度保 。



17

回顾
REVIEW  2016

2017年1月11日，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在江苏

新扬子江造船厂2号码头为“民益公主轮”散货船举行

了命名仪式。中国民生信托首席稽核总监兼董事会秘

书王彤、执行副总裁林德琼、首席风险控制总监田吉

申、助理总裁钟天翔等领导出席了命名仪式。此外，江

苏扬子江船业有限公司任乐天总经理、伊拉姆斯（希

腊）苏中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路易达孚集团Seb 

Landerretche全球海运总经理及执行委员会成员、中

国船级社孙立成总裁、招商银行天津分行张海玉行长等

嘉宾应邀出席了此次活动。

作为船东民生信托的代表和“民益公主轮”教母王

彤女士表示，“民益公主轮”的顺利交船是公司非金融

资产管理战略转型布局的重要标志，翻开了公司在非标

准化资产管理领域进行投融资等金融服务的新篇章，标

志着公司船舶业务正式起航。

2016年初，民生信托明确了“投资、投行、资管、融

资、财富”五大战略定位以及提升资产管理能力等几大

重要战略转型布局，非金融资产管理的模式被认为是

战略转型布局的重要部分。2016年6月公司成立了船舶

基金部，主要业务是集中用国际航运市场成熟的投融资

模式，以多元化金融业务为依托，在非标准化资产管理

（船舶资产）领域进行投融资服务。公司目前是全国信

托行业68家公司中唯一具有航运板块业务的信托公司。

王彤表示，船舶作为航运生产的载体以及非标准化

资产管理的标的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船舶作为大宗的

有形商品主要体现为，船舶单体价值高，体量级大；第

二：船舶的权属清晰，价值可衡量；第三：船舶具有稳定

的经营现金流；第四：船舶自身的具有高流动性、高杠杆

融资、可贷款的特点。

同时，船舶作为大型非标准资产标的还具有不动产

的强周期特性和可频繁投资特点。当前航运市场的BDI

指数是衡量国际干散货船运输情况的权威指数，直接决

定了船舶资产的盈利能力，对船价有着重要影响。2008

中国民生信托进 市场，
业务正式起

2016年12月30日上午，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与大连万达

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董事长卢志强先生、万达集团董事会主席王健林先生出席了签

约仪式，中国民生信托副董事长兼总裁张博先生和万达集团副

总裁刘朝晖先生分别代表双方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此合作协议框架下，中国民生信托与万达商业将在平等

互信、优势互补的原则基础上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将是中国民生信托实物资管领域的一次积极实践，也是万达

商业“轻资产战略”的一次重要举措。

2015年以来，在信托行业整体谋求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

民生信托明确提出了“投资、投行、资管、融资、财富”五大市场

定位，着力提升自身的自主投资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及财富管理

能力。2016年的公司转型创新成效初现，在投资、投行和资管等

业务领域积极开拓，业绩喜人，公司转型的方向和成果得到监

管部门和业界的广泛认可。

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中国信托业年会上，银监会主席助理

杨家才首次提出包括股权信托、债权信托、财产信托等在内的

信托业务八大分类，其中财产信托的主要投资标的之一就是不

动产。中国拥有万亿级的存量不动产市场，本次与万达商业的战

略合作，标志着中国民生信托在不动产投资领域又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也是财产信托业务的一次积极探索。未来，中国民生信

托将与万达商业携手，依托各自专业的金融服务能力和不动产

投资运营能力，投资优质不动产，实现互利共赢，为投资者提供

具备稳定收益及良好增值能力的投资选择。

中国民生信托与 商业 战略合作



18

回顾
REVIEW  2016

2017年1月21日，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2017年度工作

会议在民生金融中心金色大厅召开。公司副董事长李明海、

监事会主席冯宗苏、副董事长兼总裁张博以及公司高管和全

体员工参加了会议。

在本次大会中，公司首席财务总监赵东、首席风险控制

总监田吉申、执行副总裁林德琼、助理总裁李永平分别就公

司2016年度的经营情况、风险管理工作情况、财富管理工

作情况、人力资源工作情况作了专项报告。张博总裁就公司

2016年度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对2017年度工作进行了总体

部署。

2016年是中国民生信托的转型发展之年，张总对公司在

经营业绩、转型发展、运营管理和文化品牌建设上所取得的

成绩表示了肯定，同时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民生信托的

规模、收入、利润等核心指标的大幅增长是全体员工共同努

力的结果。做为行业中最年轻的一家公司，在短短三年半的

中国民生信托2017年度工作会 新 会成功

时间里已经跻身行业中游水平，张总代表经营层对全体员工

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针对2017的工作，张总表示公司全员要以转型发展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为基础，继续坚持“投资、投行、资管、融资”

的四大资产端定位，继续坚持“主动管理化、投资银行化”

的发展道路，以“专业化”为核心抓手，将资产业务由“小规

模质变”带入到“大规模量变”的过程中。同时，公司将2017

年定位为“财富管理年”，通过在财富团队建设、渠道建设、

产品设计、市场布局等一系列重要管理举措，真正打通资金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通道，推动公司业务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力争使公司在2017年进入行业第一阵营。

随后，公司副董事长李明海代表董事会做总结讲话，李

总向公司全体员工传达了董事会精神，对公司过去一年所取

得的成绩表示了肯定，并对2017年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鼓

励公司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年金融危机以前，该指数曾达到超过11000点的历史峰值，

2016年2月BDI指数跌至200多点，当期指数在926点。

此外，还可通过收购持有船舶资产，优质的运营管理实现

船舶资产增值、退出和超额收益，未来还将进行准资产证券化

和IPO上市准备。

“基于以上，我们认为当前时点是实现信托公司战略转型

及我司在非标准实物资产管理的最有利时机，我们会抓住这个

时点，迅速建立起超百万载重吨船队。”王彤称，“今后希望进

一步加强与造船厂、船东、航运市场资深的船舶管理公司、船级

社等相关单位利益方开展密切合作。”

最后，王彤女士作为该船教母为散货船“民益公主”命名，并剪断绳索，撞击“民益公主”号的香槟，祝愿“民益公主”吉

祥幸运，一帆风顺、前程万里，船员永远平安，为公司创造丰硕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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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明确了公司2017年的工作重点，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和目标，

公司上下将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精诚团结，拼搏奋斗，力争使公司在成

立第五年就挺进信托行业第一阵营，向董事长提出的成为“一家出类拔萃

的投资银行管理型金融机构”的目标继续前进。

最后，大会还对公司2016年年度十佳团队、十佳经理人和十佳员工进

行了表彰。

卢志强董事长致辞

年度工作会议后，公司举办了主题为“不忘

初心，感恩有你”的2017年新春联欢晚会，公司

高管与全体员工一起恭贺新春。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兼公司董事长卢

志强先生在百忙之中亲临晚会现场观看节目，

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董事长表示，中国民

生信托在2016年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作为泛海

集团的优秀成员为集团转型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是张博总裁带领公司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奋斗

的结果。董事长希望公司在2017年继续努力，

创造更大的成绩。最后董事长对公司全体员工

致以新春祝福。

晚上7点钟，第二届“民生信托春晚”拉开

帷幕！晚会节目全部由员工自编、自导、自演，形

式多样，精彩纷呈，高潮不断，笑点迭出，充分

展示了民生信托人的精神风貌和艺术才华，获

得了集团领导的一致好评！本次晚会还采用了

网络直播的形式，公司全体员工与亲朋好友及

行业客户等社会同仁一起共度良宵，同贺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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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由《金融理财》杂志社和北京金牌财富研究

院主办的“2017年中国金融理财创新与发展论坛暨第七届

‘金貔貅奖’颁奖盛典”在北京·京都信苑酒店拉开帷幕。

此次盛会的主题为“大金融时代”，并发布了《移动互联

网金融用户信心指数白皮书》，翘首以盼的“金貔貅奖”共

116个奖项新鲜出炉。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荣获“年度金牌信托公

司”奖。

《金融理财》已成功举办过六届“金貔貅奖”颁奖论

坛，是年度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活动之一。作为中国首份专

注于金融领域的高端个人理财类杂志，《金融理财》创刊

于2007年10月，倡导“专业创造价值，意见成就财富”，悉

心为50万高净值人士和群体性崛起的新富阶层提供财富

管理意见与商业机会服务。《金融理财》始终以“做可信赖

的理财顾问”为办刊宗旨；以“角度、深度、态度”为新闻理

念，以“专注、专业、专享”的财经资讯和理财意见；深耕银

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高净值客户，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具

影响力与投资价值的财富管理媒体。 

金融理财“金 ” 新 出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获年度金牌
信托公司

2017年1月21日，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北京财富中心旗

舰店隆重开业。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张博携全体高管出席了

开业仪式。

张总在开业仪式的讲话中表示：2017年是公司的“财富

管理年”，公司将加大财富市场推广工作，推行“多目标、多

渠道、多产品”的立体营销战术，以“金融机构、企业机构、

高净值人群、超高净值人群、互联网理财客户”为五大市场

目标，拓展营销渠道，丰富理财产品，真正打通资金供给侧与

需求侧的通道，使之形成良性互动互补的循环关系，打造公司

“资金端”的核心发展能力，彻底解决资金端与资产端不匹

配的矛盾，为公司实现“十年创大业”的目标扫清前进路上的

最大障碍，推动公司业务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2017年公司将迅速完成在天津、杭州、济南、重庆、广州

5个城市的布局，与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成都共同

形成覆盖全国主要发达地区的11个财富中心的格局。公司将

以北京财富中心为样本，大力试行推广“财富VIP服务中心”

模式，打响“民信财富”的市场品牌。

随后，张总和公司执行副总裁林德琼共同为北京财富中

心旗舰店剪彩。

中国民生信托北京财富中心旗舰店位于民生金融中心C

座一层大堂，毗邻长安街和王府井，地理位置优越，中式装修

风格豪华而典雅，充分彰显了公司的品牌定位和非凡实力，将

给客户带来高端专业的服务体验，成为长安街上璀璨闪耀的

财富管理之星！

中国民生信托北京财富中心旗舰店
重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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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信托业务    文│解玉平

25  经 金融 选    文│马勇

29  海 管 展 国 信托公司开展 管业务    文│沈菲

32  人工 与公司业务 展    文│李治、刘胤、葛铭

34  议 与    文│易卓

36  中 业 融 控 管理    文│刘文宇

38  与商 2017年市场 中 信托 业务   文│刘鼎哲

42  新 ， ，    文│胡玉婷

46     进      文│吴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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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博士的建言献策

梧桐既茂，凤凰来栖。随着民生信托公司的成长，

越来越多的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汇聚于公司，他们

年轻热忱，富有创见，工作严谨，是公司长远发展

的生力军。年末岁首之际，本刊编辑部特邀其中的

八位博士，将他们近期的所想所悟记录下来，与员

工和读者们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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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行业整 体进入了转型期，作为信托业

老 都在 考，信托工具核心的内 是 发生质

变 我们应该如 适应 借此 个人看法。

信托 的 特 有变

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之理财的本源不会

变，经营依 的依 是声誉机制。直到1986年经

济学家才通过动态博 论 声誉在经济学层面讲

清 ，即存在一个 率，再差的交易对手也会考虑

长期利益，约束自 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对

手对自 形成一个合作型 象，从而赢取更大的

长期利益。

简单来说，声誉代表的是一种无形资本、隐

性 保、隐性激励和自律机制。信托公司十几年来

的监管方式相对比较市场化，各家公司都高度重

在市场上的声誉，即使决策出现失 ，也尽可能

减少投资者损失。

研究发现，声誉的形成首先与“出身”有关，

我司出身于中国相当优秀的民企，也非常 得的

获得了这一福利。中长期来看，声誉与经营时间有

关，更依 于公司强大的实力，与抗风险能力、盈

利能力、创新能力、激励政策、受托规模等存在着

显著的正相关。长期声誉与企业产权是国企、民企

并无明显相关性。在当前的风口上，业内创新主要

博士

关于信托业务转型的几点思考
   公司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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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信托产品从融资为主转向投资型。

业务转型 的 变 体

1、业务盈利来源发生了变化。信托 金从传统的相对确

定的“利差” 者“点差”，转为“净值差”，而后者取决于投

资水平。由于资本市场的 ，净值变化事先 以

确定。追求大 率、组合管理，成为当前信托人的口头 。

2、风险分 机制发生了变化。通过集合实时竞价，风险

被转 到成 上万人参与的公开市场，而不是通过司法博

来化解。

3、我们服务的资产端发生了变化。过去融资型客户特征

是低风险低收益，侧重于重资产、高大上的行业排头 。而投

资对象可能要选择未来 值高、新经济部门里的“ 地”企

业。

4、管理和服务内容发生了变化。过去 募集资金交给高

大上的传统大客户，“募投管退”的“管”和“退”显得相对简

单。而投资分成型创新产品则不 ， 管 取决于对产业

的理解和掌控水平。如 退 时退 退到 决定了收益水

平，体现了信托公司的投行水平。

5、业务单元绩效体现不均 。资本市场的不确定，传

到每个员工、部门业绩的完成率不再是传统的线性，不在对

应受托的资产规模，在短时间内会呈现较大的落差。投资质

量， 一只票、一只基金 决定着一个部门的业绩水平。由

于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和 以规避，投资质量也存在 大的不

可控性。个别信托公司 借投资业绩，排名大起大落也说明

了这个特点。投资收益与风险的匹配逐渐成为业内决策的依

据。这需要从大范 、长周期的组合来 平部门间、个人间的

业绩 动。

6、对信托经理的职业要求大不一样。体现在专业尽调、

值、方案设计、长期资金募集等能力与以前大部相同。

对转型的 力

1、营销方向上，由于盈利模式 依 过去的“点差”，不

可能完成使命，必 获取带有分成型客户。业务团队需要参

与几只带有分成机制的票 者基金，在相对保底的基础上，

博取一个未来的分成期权， 点是持续性。未来我们会直接

进入非保底业务，需要我们自身投资能力的硬 ，以及获得长

期资金为前提。

2、 实做好对行业行研的理解。信托得以发展的黄金

十年业务-地产，同信托人的专业水平积累密切相关，只要知

位置、业态、容积率这三个指标，基本就可以迅速编 出可

研报告。方案设计也经历了简单放贷、明股 债、彻底主动管

理的三部 。我们首先梳理和选择目标行业，一定是有所取

；进而 目标行业的市场结构、盈利模式、风险特征，掌

握行业企业的管理要点、风控措施等是个最最基础的工作。

3、产融结合， 到 值 地，即行业基础上打造投行盈

利能力。第一、迅速融入行业 子。第二、会尽调， 目标数

据 是最最 的环节，这个能力建设相当 功 ，书本

不教授这个能力，在传统高大上客户面前， 对此能

力要求 。第三、会 值，越是在新经济领域，获得的数据样

本越 少，数据 度时间越短，经常达不到可以对未来进行

值预 的计量时间周期。好公司未必是盈利能力最强的排

头 ，而是价格适中，最好是处于“ 地”的成长公司。

4、迅速调整自身知识和能力结构，发挥团队精神。

从识别和管理信用风险，到迅速熟 适应投资风险，需要分

解各个业务链条，熟 各类投资工具，各个同事在具体 个

节点上、 个工具的应用上尽快锻炼成为专家，大家互补提

携融成团队力量，从而 服短期人才的 缺。

过去把募集资金交给高大上的传统大客户，“募投管退”的“管”和“退”显得相对简单。而投资分
成型创新产品则不然，怎么管？取决于对产业的理解和掌控水平。如何退？何时退？退到哪？决定了
收益水平，体现了信托公司的投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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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影响世界及中国经济 动的 多，金融决策面临的 战依 大。在金融

决策中，无论是投资决策，还是融资决策，最关 环节都要 评 标的价值前景来展开。相关

的评 工作是一门复杂学问，并没有一定之规。 在众多的价值 断和分析方法中，都 不开

各种外部客观 变化对相应投资标的和融资对象如 产生影响的分析。也就是说，分析各

种外部变化如 影响事物发展是金融决策的核心。

，在我们分析外部变化 时， 是最重要的 者认为区别客观 的稳定性和

非稳定性特征最为关 。正确的 断能有效提升决策效率和准确度，降低金融决策中 错 的

率。

稳定性 和 稳定性 的特

经济分析中一 同时会涉及到稳定性 和非稳定性 。所 稳定性 ，是指影响

事物长期发展和变化的 ，其影响路径和方式不依 于短期外部条件变化。稳定性 一

包括两个层面：社会层面和人性层面。社会层面的 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包括 多元 ，

博士

展望
PROSPECT  2017

——论金融决策的依据选择
   展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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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社会各方追求发展的 望、追求稳定与破 稳定的共存、

地球资源的 缺性、各种领域竞争的长期性、环境 战与治

理、人类健康追求等。人性层面的稳定性体现在：对真理与

美好的追求、 望与占有 、谋生手段与 乐的平衡、

家 及其 续 求等。基于上 社会层面和人性层面的稳

定性 影响，直接决定地球的客观条件变化、世界社会

经济变 、产业经济变化、行业发展变化、企业竞争力变化

等。 此，稳定性 的分析 断极具价值。非稳定性

一 是指外部政策和制度供给，以及一 能产生影响的其

，此类 变化频率较高，大可包括国际层面的公约

和协定，小可以包括行业协会和企业自身制度政策。

以P2P行业为例。分析这个行业时，在所有稳定性

中，除了股东 利意愿和投资人获高收益 求外，另一个非

常重要稳定性 就是政策供给的最终目标 风险，

由于这个行业道德风险高，政府一定会出政策严格管制这

个行业， 此从稳定性 分析，P2P行业长期来看是有问

题的。在这个案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非稳定性 也是政

策供给，也就是政府短期对互联网金融提供的政策支持和

论支持， 所 “政策东方”。当P2P行业出现风险事件，

从而 发稳定性 发挥作用时，这 非稳定性的政策供

给就会调整方向 至 头打 行业。 股东 利意愿和

投资人高收益 求是人性层面的稳定 ， 这种 求可

以转化到P2P行业之外实现，而当政策效力发挥作用时，一

切都要推 重来。所以，如 一个行业 公司严重依 于政

策供给，是风险极大的。再举一个例子，现在社会上存在一

“类金融”公司，从事着持牌金融公司的相关业务，并且

获利可观，如大型互联网公司设立的相关公司 大集团设

立的金融部门。这 类金融公司的 起有 强的稳定性

支撑，比如企业自身行业特征带来的优势。 这类公司发

展的不稳定性 同样明显：即未来金融监管一定限制这

“类金融”公司从事金融业务。

的稳定性和 稳定性的

错 断影响 的稳定性与 可能导致得出非常失

的投资决策： 放 了前景良好的投资机会， 投资了前

景不佳的标的。究其原 ，在于两方面：第一， 事物发

展的基本规律；第二， 略稳定性 和非稳定性 有时

会互相转化。

多人说投资是一门艺术，原 在于做出决策的 多

依据是一 无法量化和理性分析的东 ， 多 断可能没

有数据支撑，在投资决策中，无法给出每一个细 末节的问

题以 案，仅 借投资人主观 断。在投资行业，有一

“抓大放小”也就是说的上 现象。所 “抓大”也就是

当P2P行业出现风险事件，从
而触发稳定性因素发挥作用
时，这些非稳定性的政策供
给就会调整方向甚至掉头打
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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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要重 稳定性 ，“放小”就是说要 一 非稳定性 。投资决策的高

明与 就在于是 有足 的可信度去 断 是基本规律和稳定性 ，

是次要影响和不稳定 。

以中国证券行业中经纪业务为例。由于经纪业务是券商的核心业务，其利润

贡献占所有业务的半壁江山以上，所以 断券商的价值核心是 断经纪业务。经

纪业务的核心是价格，也就是 金率，而券商经纪业务的市场占有率相对 动不

会 大。在2005-2006年， 金率较高，市场平均 金率在 分之1.5以上，交易

活跃时期， 大型券商平均一天的 金收入能达到5000万。高收入引发高竞

争，新设营业部如 后春 ， 性竞争加 及市场 动导致 金率跌到2010年的

万分之八左右。在行业一片 时，行业协会开始对各 的 金价格给出 口指

导，从而限制 性竞争。在当时，这个 口指导政策确实在短期内收到效果， 金

率止跌。所以，在 个时点， 多人 断券商的价值会 为管制而提升，错 短期

规律 为长期规律。后来发生的故事是众所周知：源于企业逐利的本质和不同券

商竞争力差异特点， 口指导无法得到有效 守， 金率在稳定了3个月之后，继

续下 ，一直下 到万分之四，券商价值于是被市场重 。所以说， 重事务发展

的基本规律，从而 断 是稳定的、 是非稳定的非常重要。

在上 案例中，稳定性的 就是经纪行业竞争不断加 和非现场交易的

起，而非稳定性的 就是行业的 口指导政策的出台和破产，如果在 口指导

政策出台的伊始就 断该政策的不稳定特征， 据此所做的关于券商价值的

相关投资决策就是 学的、正确的，也就可以规避到相应的投资风险。

稳定性 和非稳定性 如 互相转化 技术的进步 可以导致

的稳定性转化。在线上交易 盛之前，经纪业务的市占率与营业部数量基本

成正比，此时营业网点是 断经纪业务价值的稳定性 ， 随着线上交易 起

和 金率下 ，经纪业务网点数量已经不再是 断经纪业务价值的稳定性 ，

而是成为一个非稳定性 。所以，稳定性 和非稳定性 是可以互相转化

的，这个也要在金融经济分析中动态 握。

稳定性和 稳定性

在理解 的稳定性特征及分析 断错 原 之后，我们就需要据此作出

学的价值 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信息管理。首先需要明确三方面： 稳定性

是决定事物发展趋势的核心力量； 非稳定性 经常出现， 不影响事物原本

发展趋势； 在金融评 实践中，容易错 断 的稳定性和非稳定性，混

此，从而错 强化非稳定性 的影响效果， 稳定性 的核心力量。

投资决策的高明与否就在于
是否有足够的可信度去判断
哪些因素是基本规律和稳定
性因素，哪些因素是次要影
响和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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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的 大作用和 稳定力量的根本原

在于信息。原 在如下两方面：第一，信息流大 ；第二，被

动接收信息。现今社会的特点是信息流 ，一个表现是我

们日常需要接收的信息 多，另一个表现是 接收不到我

们所需的信息。在如今，个体 考不再是我们智慧源 ，各种

媒体成为我们接收信息的重要来源和智慧来源。由于变化才

有新 价值，而媒体采集发布的信息更多是 变化万 的

世界中各种不确定的事件，所以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接收

到的各种信息更多是世界变化如 之快、影响 类事件的

又在 大变化、 种发展趋势将会被 转等等类 的

信息。于是，我们关于“ 变”的信息易被强化。并不是说这

变化分析的有多大错 ，而是这类分析占据了我们日常接

受信息的大部分内容，所以我们容易被引导 导到一个

断模式：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

由于这 信息传播模式的存在及其带来混 ，就容

易让我们在做出分析 断时 事物发展最核心规律和趋

势，最终 做出错 的决策。关于被动接收信息， 者的

理解是我们自以为每天在选择接收信息，而实际上是背后的

力量在引导我们接受 信息，商业社会和信息技术让我们

失去选择的权利。比如说高速运转的金融市场相关信息。股

票及其 生物、外汇相关交易品种、大宗商品等场内交易品

价格变动频繁，在上 市场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信息泛 ，而

一时点的价格是各种信息综合博 的结果， 此一 产生

一个新信息，不管这个信息是稳定性还是非稳定性，都可以

大的影响相关交易产品的价格，且其中投资者众多，各种

投资风格，各种市场不同深度和广度，各种杠杆性交易，所以

一切 都可能影响交易品价格，在这个特 市场中，包括

稳定性和非稳定性 都应该被及时分析和认真对 。 这

不是全部经济世界，仅仅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部分而已，

占据了相当大部分的信息空间。

另外，随着“关注度”经济的发展，人们日常被动接收信

息问题将更加突出，而世界原本变化没有 快，影响事物

变化的核心稳定力量 在发挥重要作用。 此，可 的、不

受干 的、 立 学的 考最为重要。

总之，识别稳定性 ，分析稳定性 对研究对象的

重要价值，坚持稳定性 对价值 断的 大稳定影响力；

同时，识别不稳定性 ，排除不稳定 对研究对象的分

析干 ，去 存真，有助于 到价值并真正 握住价值。金融

决策是一门 学，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 ，投资也是

一门艺术，没有人具备考虑全部 的超强能力。我们能

做的，就是 大自 的认知能力范 ，在针对具体决策时，合

理 断稳定与非稳定性，尽量让 学的绳 括更多的分析

内容，让艺术绳 不断变小。



29

展望
PROSPECT  2017

参照海外市场经验，随着资产管理行业的发

展，居民财富将逐渐通过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实现

资产的优化配置，美国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其

DP总量的2 左右，日本的资产管理规模更是达

到 DP的3 ，而中国资产管理规模 不到 DP的

1 （包括银行理财 信托 保险资管 券商资管 公募

基金 基金子公司 私募基金等， 除了通道业务）。

国内居民财富 有 大一部分以 存款的方式

存在，未来由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的空间十分

大，资产管理业务将成为金融体系内最具成长

力的板块。

海外成熟的资产管理机构经历了数十年发展

历程，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周期背景以及不同的监管

环境下的发展阶段，其业务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

值得重 和研究，根据华 证券研究所提供的海

外资产管理机构的相关研究资 和数据，可以为国

浅析海外资管机构发展
对于国内信托公司开展资管业务的启示

   市场总 副总 金融 总经理
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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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资产管理机构 其是信托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提供一

参考和启示。

提升自主投资管理能力 的

纵观国内外大型资产管理机构无不在投研能力上大力投

入，建立强大的投研团队， 至外聘专家咨询团队，高度重 投

研管理，确保从研究到投资再到投后管理的整个过程的专业保

障与价值增长。合理的激励机制也是提升投研团队整体实力的

有效措施，不论是国内机构的事业部制、分红制，还是如海外先

基金（Van ard）的“合作伙伴计划”等，通过具备竞争力的

合理激励机制能 保障投研团队的稳定性与成长性，有利于

引更多的精 人才； 观投研投入不 、激励机制不足的资管

机构，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如国内部分公募基金管理公

司），从而导致业绩下 、品牌受损，形成典型的 太效应。

国内信托公司开展资管业务目前 受限于传统的融资业

务影响，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与传统融资业务相匹配的

经营管理方式和机制， 要拓展传统融资业务之外的资管业

务，在投研团队的建设、投研管理水平以及相应的考核激励机

制等方面， 需及时转变观 ，并进行较大力度的调整。

    

度 新 投资管理 的

近年来，随着IT、互联网、人工智能、 n-Tech等技术的

快速发展，指数基金、量化基金、智能投顾等新 投资管理方

式得到了迅 的发展。 不能对市场发展保持高度的 感

性， 可能将落后于这个时代，世界老牌基金管理公司富达基

金（ de t ）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富达基金成立于1946年，

长期位于世界 级基金行列，旗下 基金（Ma e an）的

人业绩及其掌 者 得林 （Peter L nch）的故事更是被

全世界资本市场所熟知， 而，富达基金过于依 自身的传统

优势，并不十分重 指数基金以及量化基金这样一个万亿美元

级别的 在新 市场。而同一时期，先 基金（Van ard）

成立于1975年，明显晚于其他传统的大型基金公司， 截至

2015年底，先 基金管理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已经超过

富达基金等老牌基金管理公司，居全球基金业首位，其重

点发展的指数基金及低成本的交易运营模式和精细化的

产品线等是其快速发展的主要原 。

可见在资产管理行业需要对市场时刻保持高度的 感

性和前 性才能及时 握市场机会、保持持续发展， 其

对于希望在竞争激 的资管行业里拥有一席之地 至实现

“ 道超 ”的信托公司来说，更需要加强对于新 投资

管理方式的重 和研究。

资 作

资产市场上“ 象”的案例 见不鲜，合理利用资本

市场的杠杆工具是实现 越式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资产

管理行业同样有生动的案例。 德（B ac  R c ）集团

成立于1988年，其后1999年于 交所上市，是美国规模最

大的上市投资管理集团，目前管理资产规模超过4.6万亿美

元。 德上市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兼并收购，其中最重要

的是在2005年收购了道富研究与管理公司， 接着2006年

与美林资产管理公司合并，两年间资产管理规模从3000多

亿美元增至1.1万亿美元，2009年收购 全球投资者，

固了其作为全球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的地位。 德通

过资本运作不仅迅速 大资产规模，而且 补了客户资产

类型，丰富了各项策略和产品中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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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信托公司由于各种历史原 在上市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实质

性进展， 是近年来已经有江苏信托、 信托、五 信托、 金信托

等信托公司通过参与上市公司重组、将部分信托资产注入的方式实现

线上市，山东信托 申请IPO等，信托公司通过资本运作、进行资源

合理配置与运用已经成为可能，未来信托公司通过充分运用资本市场工

具实现业务创新发展， 至在经营管理模式上实现较大的转变，都具有

大的 力和空间。

    

立 于 资产

海外优秀资产管理公司多数都已经实现了全球业务布局，以 国日

本的 资产（ ra）为例，其战略布局顺应时代大潮，产品创新、

战略布局与全球 观经济背景相 合。1960年代发行公募债券投资信

托 占国内市场，1970年代就开始发行以海外证券作为投资标的的相

应产品，并于1976年在 约设立办事处，1989年前后，日本走过高速发

展时期，经济开始 退，持续低 ，本 金融市场的低回报不足以满足

客户需求，于是公司开始着 全球范 内的新 市场，分享新 市场发

展成果，目前已经实现了全球网络覆盖。1990年代以来，国内资产管理

规模基本没有增长， 是海外业务新增规模十分迅 ，现在已经超过国

内资产管理规模。

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全球资产配置的时代，财富的积累、政策的放

开、渠道的拓宽，让投资者拥有越来越多参与到海外市场的方式方法。

通过全球资产配置，可以分享全球范 内的优质

资产，同时降低资产配置的相关性，有效降低投资

风险。相关数据显示，全球高净值人士在本国之

外配置的资产平均比例为24%，而中国仅为5%，

可见国内居民参与海外资产配置的需求和空间十

分 大。对于具备国际 的信托公司可以在这一

特 历史时期充分利用海内外资源，加大全球资

产配置，加快全球业务布局。

综上，全球资产管理业务 发展，国内资

产管理业务领域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相信中国

民生信托一定能 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开 出一条具备自身特色的资产管理发展

路径。



32

展望
PROSPECT  2017

人工智能与公司业务发展思考

人工智能包 了数学、计算机、工程学的多个领域，目的是让计算机系统执行 需要借助人

类智能才能完成的任务，比如 感知、 推理和自主学 。近年来， 商、社交网络、智能手

机、移动支付和可 设备的增长带来了数据量和可用性的 发，这 都变成了优化人工智

能算法的养 ，同时硬件设备的快速发展和计算成本的显著下降大幅提高了人工智能的实用性。

海外机构正将人工智能布局在金融业的多个领域，其中投资交易、风险控制和财富顾问三方面的

进展 为引人注目。

投资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 术正 逐渐成为资管机构之间激 竞争的战略高地 。Br d e ater, 

Rena ance, T  S a等对冲基金 头致力于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在海量数据中识别交易机

会。 们与越来越多的 技公司合作，包括 e, aceb , M cr t等互联网 头，以及

C nte t Re e ant, Sent ent Techn e , en h 等新 金融 技企业。仅2015 年，这

对冲基金就在人工智能研究、收购和人才上 了超过 85 亿美元。

人工智能技 术在投资交易领域的一

前 成果包括：基于金融产品的 动率

和相互关系创建平衡的投资组合，结合

斯机 学 和预 算法，随着市场的变

化不断的训 和学 ，可以适应新的市场

行情和风险，而不再是 循 态的指 ；

利用最新的自 处理技术，可以在事

件 者 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将新 者

社交媒体信息关联到金融市场，实时分析

和预 市场 应，动态调整投资组合。

以上成果在投资交易领域已经有广

泛的实践。例如，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水联合（Br d e ater A c ate ）在

2013年开启了一个人工智能团队，由曾在

IBM开发著名的认知计算系统 at n的

博士

博士

博士

     金融 专业总
   金融 经理
   金融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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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d err cc 领导。该团队设计的交易算法通过历史

数据和统计 率预 未来，并且算法会随着市场变化而变

化，不断适应新的信息。

人工智能与传统方法的结合是资管业务未来的发展

方向，公司一方面应与战略客户合作拓宽数据来源，另一方

面需加大在算法研究上的投入，努力争取资管业务在市场

上的领先地位。

风险控制

在风控征信领域， 人工智能技术过去在互联网广

告、 索、推 等领域的成熟应用移 到金融场景中，用

复杂模型轻 熟路的处理上 维度的 变量，并将之与

约风险精准 。目前美国大部分银行和贷款机构已对接

三大个人征信机构E a , Tran  n n, E per an的

征信数据、信用评分、以及其 外部征信数据，加上自有

数据，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实现网上申请信用 和贷款的

级审批，传统的人工介入已经变成一种补充手段。

人工智能出色的自 处理技术，可以从数据

的社交网络以及其他公开媒体信息中，提取精简且价值的

风险情报， 关 信息，如 情热点、金融相关的非交

易信息、公共机构安全预 、企业安全等，进行实时风险

情报分析。比如，Data nr公司基于T tter等公开媒体

建立了 期预 系统，向客户实时推 报。

除此之外，在风险控制领域，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行

为分析（Beha ra  Ana ）技术，实时分析公司每个

交易员的个人交易模式， 有无 常变化，从而 到有

高风险 规可能的交易动作，进而抓住所 的“ 交易员”

（R e Trader），避免公司 为 规交易而 受损失。

财富管理

相对于传统的投资顾问方式，以人工智能为技术核心的

智能投顾在提供更优质的投顾服务的同时，还能降低管理

用，减少人为 的风险，使财富管理的生产模式逐步由人

力向人工智能方向转变。

目前，以 ea th r nt、Better ent、 t reAd r为

代表的智能投顾（r b t ad r）已经能 基于大数据对客户

进行财富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为每一位客户提供量身定制

的资产管理方案。截至2016年， ea th r nt和Better ent的

资产管理规模已分别达到30亿美元和50亿美元。

公司在全国主要城市都已布局财富中心，在和客户的接

中积累了大量数据，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对客

户特征进行深度 ，一方面在产品端做更好的设计、组合和

匹配；另一方面对客户进行更精准的 和产品推 。

人工智能和金融的结合，成为智能金融的无限可能。越来

越多的金融业务，应用人工智能提供大量的 助决策工具，更

容易地获得数据和分析层面的支持，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要继续加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学 、研究和投入，充分发

挥民生信托体制 活的优势，引领智能金融行业的潮流。

人工智能与传统方法的结合是资管业务未来的发展方向，公司一方面
应与战略客户合作拓宽数据来源，另一方面需加大在算法研究上的投
入，努力争取资管业务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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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价值投资的进化，从初期的技术 ，过渡到博

，再到以 特恩 格 姆为代表的基础研究与长期投

资，价值投资理 终于在 特手中以“低 的价格 到优

秀的生意”中发扬 大，并在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都取得了

优异的回报。（关于价值投资理 在权益投资中的实践，请

我司优秀的权益投资经理 正国的报告）

如 选择优秀的行业与股票，并通过相应的 值法去

实践价值投资， 特用他长达52年（52年前 特真正掌

控 希 ）的投资历史充分的 了这一点。刚刚过去的

2017年2月25日晚， · 特发表了一年一度的致 希

股东信。在信中的开头， 特自 的说道：“在过去的52

年时间里，公司每股 面价值已经从19美元 至172108美

元，平均年增幅19%。” 话说，在1964年到2016年之间，

希 的年均回报为19%。通过 绩效量化的方式，我们

对此做了业绩归 。

在年均回报19%里，其中市场平均回报占到了6.8%，52

年间的无风险收益也有平均2.8%左右，价值投资 子占据了

再议巴菲特价值投资的外在与内在
   金融 专业总

5.6%的核心贡献，而除此以外还有3.8%的超额收益部分，而

这也是我们正要 论的价值投资的外与内。

（常用的价值投资 子，在数以万计的各类文献与报告

中，可以被量化的分为公司指标、财务指标、 值指标等几

类，具备代表性的包括市占率， 利率 净利率，净资产收益

率，市盈率 市净率，企业 值 数等等）

特价值投资收益最直接的外在归 无 问来自

于对价值 子的 ， 我们在这里并不着重 论，我们关

注来自于超额收益3.8%的归 ， 既不属于市场回报，也不

属于价值 ，而 的来源指示了价值投资的更多内在

提升的股东价值。

无 有 ，在每年的 特给股东的信里，都会有这

一段话：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通过持有公司而使公司价

值提升，这是 希 后期模式的精华归 。 希 ·

从一家通过投资行为获得大部分利益的公司逐渐转移至通

过持有公司而使得后者价值提升。

实际上， 特的投资 可以分为 希 前与

希 后这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他主要以自 的合伙企业

（ P LP的组织形式）进行投资；第二个阶段， 特获得

希 的控制权，并以此为集团主体实践他的价值投

资理 。

第一， 特通过 希 作为控股平台，并且

逐渐成长为大型多元化集团，较好地解决了融资的安排问

题。这一个安排，将最 层投资人的身份，从LP转 成为上

市公司股东，更是 地解决了投资资金的期限问题（中国

的九鼎系的迅速崛起就是模 与此）。同时，在所投企业的股

东框架中，法人主体的形式远比 个基金 者合伙机构更具

备可操作性。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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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组织的 层设计，融资与投资的相得益彰，从来

不是一劳永 的。

第二，价值投资的面子下，藏着的是 化股东价值的超

额收益来源。实际上，在 特的众多投资中，除了高超的价

值选股能力，更多能看到的是，在提高资本价值与改善公司

治理上的执着。

在 特每年的致股东信中，他总会津津乐道的提及自

化股东价值的经典案例。在这几十年的实践中， 特

发现如果有好的被并购能改善股东价值， 大量股份进

入董事会，争取代理权投票来推动 出售；如果更 管理层

可以改善股东价值， 公司 下来，连 三届CEO也绝

不退缩；如果公司所处行业江 日下， 推动公司转型并

购，将传统产业投资产出的回报投入并购其他行业中，无论

资本的大小，始终专注于提高ROIC与ROE。

简而 之，价值投资的外在，即用低 的价格 到合意

的“好生意”；价值投资的内在，是资本推动的公司治理改善

与经营效率提高。外加内，才是真正价值投资的内 。除了内

在价值大幅低于 入股价带来的安全边际，对于提高资本价

值与改善公司治理的执着，形成了投资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的

安全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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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业投融资风险控制
及投后管理措施

   融 业务评 控经理

在实际开展业务中，经常出现投资标的企业为中小型企业的情况，

中小型企业与传统大型企业相比，具有可获取的公开信息量小、信息可

性差、经营受多种 影响 动性强等特点，需要根据其特点采取有

针对性的风险审查方法、风险控制措施及投后管理措施，现简要总结

分析如下：

中小型企业主 风险特点

第一是行业 感度更高。中小型企业 具有资产规模小、轻资

产的特点，如 技服务业、文化创意、 游、 、体 、教 、 配

套等轻资产、技术 量高的行业更为适合中小型企业发展。 、水

、 等规模效应显著的生产型行业则不适合中小企型业发展。

第二是经营受政策影响大。实践中，中小型企业经营情况受政策

性影响较大，如北京市列入市场 政策对区域内中小型企业经营短

期内易出现大幅 动；高端 、 乐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受到国家限

制三公 政策影响，景气度迅速下降。

第三是经营信息 明度差。相对于大企业来说，中小型企业在管理

等方面存在局限性，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情况较多，财务规范程度较差，

提供的财务数据、经营数据可 性较差。

第四是实际控制人 强 。中小型企业以私营企业为主，企业在

运营及管理受到企业主个人的影响较大。实际控制人个人能力和决策准

确性 能 决定企业的经营状况及未来走向。实际审查中，对于实

际控制人有不良记录、存在失信行为、存在不良 好、多元化投资经营

的，企业经营情况会受到较大影响。

相对于大企业来说，中小型企业在
管理等方面存在局限性，财务报表
未经审计情况较多，财务规范程度
较差，提供的财务数据、经营数
据可靠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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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业风险 法

第一是注重行业研究及业务模式研究。对于企业的所

处行业进行深入研究， 断所处行业是 适合其发展，业务

是 具有发展前景。同时关注企业的业务模式， 断其是

具有核心技术优势 客户资源优势；关注企业核心上下游客

户的集中度，是 存在过度依 特定客户的情况。

第二是采用多种手段对企业财务情况进行交 验。

针对中小型企业财务信息 明度低、可 性差的特点，强化

对中小型企业的财务情况的核查和 验，通过多种 助手

段，对其经营收入和业务真实性进行交 验证，主要方法

有：（1） 收核验。可通过企业增值 、所得 、营业 等

证的验证，推算企业经营收入、利润情况。（2）现金

数据核验。银行流水、大额出入 证的 验。通过查看

企业在开户银行的现金流水 、现金日记 等，可以 断企

业一定时期内的现金流入流出量情况，根据这 数据结合

企业的经营周期，可以 断企业的资金运转是 正常；还可

以根据以上数据，结合企业的行业特点及利润率对企业的

利润情况进行推算。（3）业务数据核验。通过对出入库

证、报关单据、发货运输等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业务数据的

核验，结合企业的经营周期及 情况，可对企业经营的

稳定性、收入、利润等数据进行验证。（4）水 气等用量核

查。对于生产型中小型企业，可通过 查询及用水量的查

询， 断企业开工率及实际的产能，据此推算、核验企业收

入的真实性。

第三是注重实际控制人个人情况的审查。针对企业实

际控制人，首先通过查询个人征信、全国法 被执行人信息

查询、全国法 失信被执行人查询、企业信用网及其他 索

径对其进行核查，关注其是 有不良信贷记录、在执行案

件，是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对实际控制人的现

场访 ，结合其教 背景 断其经营决策能力；必要时通过

对企业其他管理人员、基层员工的访 对实际控制人情况进

行侧面了解，全面掌握实际控制人的个人 质及经营能力。

中小型企业风险控制措施及投后管理措施

第一是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增信。在条件 可的情况下，

追加大中型主体的收购、回购 差额补足措施；可根据需要

追加实际控制人个人连带责任保证 保，将实际控制人个人

信用与企业信用 定，提高其 约成本；必要时，可考虑对

相关 保措施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手续，提升 约事件发生

后的清收处置的处理效率。

第二是进行更为细致和勤 的投后管理。 于中小型

企业具有受政策、行业、个人等多重 影响较大、经营上

变化快的风险特征，投后监 管理就显得更为重要，需要

较大中型企业的投 后管理 投入更多 精力。可通 过增加

对企业资金 户监管、向企业 董事、 监管等方式

增强对其经营情况的掌握和管控；定期对投资标的企业

交易对手进行实地走访，对实际控制人、主要管理团队进

行定期访 ，定期获取能 应企业经营情况的银行对

单、大额出入 证、 证、报关单据、货运单据、水

气等 证等能 应经营情况的 ，定期对相关

行业政策、企业上下游客户变化情况、实际控制人 面 息

等情况进行追 ，以 及时发现企业经营变化并采取相应

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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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托行业受托管理资产规模的高速增长，市场、监管、媒体对于信托行业的关注度越

来越高，信托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有了更多的认知。在“传统业务利差收 ”、

“牌照优势不再”、“同质化竞争泛 ” 等市场内外 力下，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开始真正的

“ 头看路”， 考信托行业在监管套利外，对于市场、客户而 自身真正的 加价值 在，信托

业务创新、转型的探索案例越来越多。本文根据近期频出的监管新政及最新的市场动向，从信

托业一线展业人员的 ，展望2017年信托投行的业务机会， 引玉，希望能 同各位业内同

仁进行有益的探 。

市场变革看信托投行业务的“危机”

 

2017年2月17日，证监会宣布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部分内容进行修

改，新政未征求意见就直接发布并实施，对于上市公司、投资人都有较大程度的冲击。对于银行

及信托行业而 ，更是在优质投资标的供给不足、竞争加 的情况下 上加 ，轻 熟路的“定

增套利”无论在规模还是折价空间等方面都进一步“被萎缩”。

   总 副总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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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华永道2017年1月12日发布报告称，

2016年中国并购市场的交易金额与交易数量再创新

高（报告所指的中国并购市场包括海外并购、财务投

资、国内并购及入境战略并购等。）中国并购市场交易

总额上升11%至7700亿美元。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该

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大 财务投资者主导的并购交

易再次 新纪录，交易量增加38%，交易额增加23%

至2290亿美元。交易增长主要来自“大资管投资者”

的参与。并且，民营企业主导了中国大 海外并购市

场，交易量达到2015年的三 ，交易金额1163亿美元，

是2015年的4.5 ，第一次在金额上超过了国有企业的

交易总额。

不 见，中资“并购盛世”的背后， 多交易案

件都有可能存在一个在国内资本市场退出的中远期安

排（定增、借 、IPO）。而证监会的前 新政，除了表

面上对定增投资机会的影响，更为深刻的则是“任性”

的左右了此类并购交易（无论已成交还是在路上）的

未来，在2016年外汇管制及严查定增 界、借 审查

IPO化等 多利空下，本就战战 的并购企业及投

资人无 进一步体会到了“政策风险”的无情。

 

近2、3年来中国资本、企业的走出去已经形成了不

可逆的趋势，进而 国 、美国总统大选等境外 天

事件及人民币、美元的汇率走势等对于境内金融机构

的影响越来愈大，国内的主流金融机构越来越强 的感

受到“同世界 在一起”的成就感以及 。

“2016年12月1个月就回到解放前”的债市表现不仅提 我

们关注债券交易员的辛 ，之后利率市场的进一步上升更是提

示着企业及金融机构：过去2年持续下降的融资成本已经开始上

，房地产类等债券融资受到监管严 限制的行业也将首先面

临又一轮成本上升之 。 种意义上，对于信托行业而 ，新一

的业务机会可能即将来临，而“最成功的胜利”可能属于能

得住 、一直等到成本大幅高企再重开 的传统融资额

度的智者们。

外汇的持续管制导致了投资境外标的投资时 不前，

RQDII 后不 内存外贷模式也已被“严重关注”，ODI审批

越来越 IPO审查排队 样让人感到 不可及， 至有过之而

无不及，“境内资金处境路在 方 ”已经成为有理 的金融家

们 之不去的 际 。

市场变革看信托投行业务的“商机”

 

2016年初以来多轮监管厉政出台“所 ”，以A股市场同

境外市场间 值套利为目的的A股回归、 境并购等类型的项目

多进展不如预期。随着退出时间表的一次次 后调整，按原计划

进行的过 层 优先级融资的还款 力越来越大，企业借新

还 引发的并购资金融资以及新增发股权、老股转让等引起的

PE投资机会可能会较多的出现在我们 前。而此类投资标的绝

大多数在利润、营收、现金流等方面的表现都较A股同类型标的

平均水准为优，更是被前期已经介入的 多专业投资机构认为

晚可以在A股得到较高的 值，所以只要 控好标的本身的价

对于信托行业而言，新一波的业务机会可能
即将来临，而“最成功的胜利”可能属于能够
耐得住寂寞、一直等到成本大幅高企再重开
宝贵的传统融资额度的智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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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断，无论是并购融资还是股权投资

（PE），相对于其他同类境内标的，都可

以以较大的 率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获

得较好的收益。

另一方面，在借 度增大、且近

期 证 监会多次表 态、 示 明示要 提

高IPO审查效率的影响下，境内标的中

各类资产借 上市的计划也纷纷改道

IPO，正如上 境交易一样， 后的

资本市场退出导致了原过 资金的长期

化占用，展业 路 活的信托机构一定

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快速成长。

并购类业务方面更深一步考虑，

多新政影响下，再融资金额的限制、监

管审批的进一步严格 化导致 原本计划

无需大额资金、只需 股即可成交的交

易不得不采用现金支付大部分 全部对

价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机会对于信托行

业而 无 是强势从券商投行手中争取

项目主动权的大好机会， 活的 层资

金支持可以说是最有效的“ 陷”并购主

体企业的武 。

最后，随着融资成本的再一次上升

轮回以及传统融资需求的再次增长，传

统业务机会的春天可能会再次来临，一

本已走在转型升级之路的信托公司可

能又会重走老路，这样 给义无 顾的

创新升级者们的空间可能会更多一 ，

正在向红海转变的 海可能也会存

续的时间更长一 。

 

监管 决 的 住了资本项

下资金出境的各种渠道， 是从国家中

长期发展战略看来，无论是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推行还是考虑加速境

内实体产业的真正转型升级，都不应该长期维持现有“非常规”的外汇政策。

另一方面，从企业 投资人 度，则更是“曾经 海 为水”，已经打开的

界已无法接 低水准可大规模复制的投资 并购标的。企业短期内无法解决

自身内 式可持续增长 题时，最 的方式也只能是通过外 式的 张升级

来维系增长，而这种外 式 张 不开境外标的优质资产、技术、设备、经验等

“先进生产力”的引进，而并购，则是最直接，最为迅速的引进办法。

资本市场 度考虑，中短期内优质上市公司股票的质量和数量 满

足投资资金的需求，所以A股市场的高 值也 将让人 以 ， 此还会有

越来越多的境外资产被中国资本收购以图“ 市场套利”。

而关于资金如 出境，则已经有一 机构开始尝试同有实力的同业合作一

创新型的金融产品来确保合法合规的出境渠道，相信在外汇管制 复正常之

前 还是可以有 活的解决方案出现的。

 

近期市场 多变革多是由监管新政引起，在对于 一 切新政 接受

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到，过去2年市场中确实出现了 企业价值基础的所

“资本运作成功案例”，让 多场内“追 人”热 、盲目效 ，部分案例对

于金融市场的整体发展确实产生了较为 面的影响。而新政的推出，可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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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推企业及投资机构重回企业基础价值 断这一“阳 大道”，也可

以积极理解为给了投资人更为充分的时间来考量、 、计划、执行

投融资方案，让资金 给真正“ ”的投资标的，让真正有价值的企

业在未来的资本市场中 。

信托投行 对市场机

 

我国金融 市场 处于初 期 发 展阶段，在国外成 熟 金融 市场

的 多产品受这样 样的限制 没有出现在国内市场中。我们坚

信，随着金融市场整体规模的快速发展，迎合投融资标的企业、投

资人需求多样化、复杂化、个性化的要求，必将有更多、更新的金融

产品、解决方案出现在未来的市场。而如 好创新型的金融工

具来提供更为全面、更为精准的专业解决方案，其实也是金融从业

者永 的课题。

 

不仅信托业，也包括银行业， 为 是融资类业务为主，所以

整体存在对于传统融资业务的依 而导致了一定的 维 性。具体体

现为过于依 企业过 的财务数据、 物的 值及处置可行性来

断个案的 ，结果表象之一，可以看看银行业的融资贷款业务，在

我国整体金融市场中不依据企业信用主体价值 断的真正的无 保项

目融资案例少之又少，个人认为这也是银行资金 以真正支持创新型

实业发展的最主要原 之一。如果不能对于企业未来发展价值核心要

、未来市场可以给 的 值、现金流等参数进行符合自家经营理

的价值及风险评 ，本文所 的 多业务均无从 起，而这种能力也

必将成为未来各家公司在此类业务方面拉开差 的最主要 。

结   

监管新政频出， 天 事件不断， 本文成 之时2017年度刚

过了两个月， “山 来风满 ”的 已经足 强 ，几 已经可

以感受到2017年一定是具有变革时代特质的一年。作为信托投行业务

的一线员工，能 有机会感受市场风 ，有机会作为一 水融入中国

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进程，幸 ！

我们坚信，随着金融市场整体规模的
快速发展，迎合投融资标的企业、投
资人需求多样化、复杂化、个性化的要
求，必将有更多、更新的金融产品、解
决方案出现在未来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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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副总经理

“ 、工资 、接 、调度 ” 这 第一 应你知道是 意 如果

不知道， 管你是几零后，你O T了！“区块链、智能资产社区、房地产 BER模式、社群经

济” 这 你深刻理解了 如果知之不多，你 O T 了！

房地产，从98年取 福利分房算起，也算经历了十来年的发展，在激 的市场竞争、 观

调控、利润率 等 战下， 行业发展的黄金 银期已经过去， 依 变化 快、 多，

依 存在大量的机会。

作为一名从业十年的地产金融民工，在这里简单 一 对地产金融业务的理解与展望。

首先，我们需要更 地产。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的”，中 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这 论调，是在提示房地产

行业，应该更关注房子的使用属性。

在过去的岁月中，当房地产这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在与金融结合后，房子自 也就从

“住”这个本身的使用价值， 生出了金融属性，变成了投资标的和金融产品。

“麻豆儿、工资婊、接刀、调度费……”——这些词第一反应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不知道，甭
管你是几零后，你 OUT了！“区块链、智能资产社区、房地产 UBER 模式、社群经济”——这些概
念你深刻理解了吗？如果知之不多，你 OUT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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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 的融资业务，也 还能再有一两次的盛 ，

已经渐渐走向末路。我们需要开始更加关注地产的本

来属性，房子是用来住的， 能让金融去 生房子本

身的使用价值，通过使用价值的提升，获取资产本身的

超额回报。

我们注意到，对于房地产这个行业本身而 ，同样面

临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住 领域也呈现 两

重天，一房 求与 城空城并存，社群住 、智能住 、

智能物业依 受到追 且能实现 高的行业利润率。同

时我们也看到了行业在 发生着一 变化，一 新的

名 、新的子行业在 生和成长，城市更新、联合办公、

长 公 、 你仓库、特色小 这 小行业在越来越多

的 引着资本的目 。这 小行业，无一例外的都在供

给侧一端 办法， 求“房子”如 能更好的满足 者

住和用的需求， 至着 于房地产 生出的其他产业链

和价值。

相信未来的十年，房地产行业 不会没落， 一定

会变得更细分、更复杂、更有内 。对于一名金融从业者

而 ，如 让自 更 产业、更理解产业；如 利用金融

让产业本身更富有价值、更能满足 者需求；如 成

为 个最 产业的金融人，是我们面临的 战。

结合我们部门过去半年多的实践，我 一 我们

对于地产业务的三个 考：

第一， 求核心城市核心资产的投资机会

张博总裁提到过，不动产符合实物资管方向的一切

特征：体量大、权属清晰、稳定现金流。越来越多的资本

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在资产 的背景下，2014年开始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字 物业开始为各类资本追逐，原

来这个市场的参与者多为一 自用客户 境外基金，而

目前国内的 多金融机构也都加入了战场。

去年我们与万 资本准备联合收购上海核心区的

一 级 字 ，业务 简单：通过银行并购贷款

撬动一部分杠杆，由于出 率高达80%以上，每年的现

金流能 基本覆盖资金成本，由专业机构实施运营管理

5年后，随着 金上 带来的价值提升，通过资产证券化 大宗

交易实现退出。在操作的过程中有两点体会：1、看准周期，如果

存在资产价格的周期性上 机会，一线城市的核心资产是最值得

投资和持有的标的；2、这是一类“ 着现金流 行”的资产。如

果进入资产价格的平稳期，对于持有型物业的 值，特别是未来

退出价格的评 ，“市场整体资产价格上 而带来的 幅”的

设意义不大。

去年持有物业的报价非常激 ，价格也呈现了 化的趋

势。 国内的销售型物业存在 ，长期持续的资产 带

来高溢价 象空间， 在这类持有型物业上，投资人的收益来

源包括经营净现金流创造的分红和 为 金水平上 带来的资



4 4

展望
PROSPECT  2017

产价值升值，需要 的是，对于这类物业的投资

一定是 的、保守的，必 回归到资产本身产生的现金

流去 断。

第二、持有型物业的收购、改造、退出

中国不动产投资的 在这两年有一个重大转变，未

来是存量的游 ，增量市场 的机会已经减 。

存量房市场是一个万亿级别的市场。一方面城市中心

地 缺，新增供应几 不太可能。另一方面城市中心又

存在大量用 不合理、功能落后 业态被淘汰的物业，将

他们改造成合适的物业类型，能 提升物业价值，发挥更大效

用。用一个 来 括，就是“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的类型 丰富，简单总结一下大致有三种方式：

◇ 产业升级。产业的等级是决定其生产效率和承 能力的

首要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大量的厂房和仓库被改造

成联合办公、文创 ， 至是商业，付 能力大幅提升，上海8号

、北京798、深圳创意之都等，都是非常成功的改造案例。

◇ 业态重新定位 动价值提升。随着时代的变 和周边环

境的变化，一 物业原本的使用方式不再是最优选择，需要一

轮重新定位，来 动价值提升。上海田子 的改造 是由周边

环境 使，从住 改造为商 ，成为上海创意产业的标杆。北京

去年被中融国富 入 中的 市口开元 、太阳 百胜都将

改头 面，从 、商业的定位调整为 字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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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原有定位，进行设施

与服务的升级。这方面的改造对于

资产的价值 断和运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 大安

09年收购的 大融城， 续原有的商业定位，进行了

精 细作的招商与管理，目前年 金收入达到4亿，成为重庆

的商业地标。

对于我们金融机构而 ，这类业务的核心点在于：识别

具备 在价值的物业， 者识别具备物业改造能力的机构

和团队。在这个领域，活跃着一批“小鲜 ”， 名不见经

传， 资本实力不强， 在存量地产的改造运营方面如

得水，他们 有极强的设计改造能力， 有打通线上线下的

运营能力，而在物业获取及资金支持方面则多少面临一

境。我们目前操作的泛盈 系列并购改造基金，就是选取

了一批活跃在深圳市场， 长将存量商 、 、 等改

造为精装 领公 的机构，与之合作，共同选取标的完成改

造及退出。 这类项目规模不大、操作繁 、绝对收益不

高， 是我们对于行业风口的一次学 与尝试。

在“城市更新”边界不断拓展的今天，一方面各路资本对

于房地产存量市场 ，另一方面也愈加感受到改造和

运营能力的重要性，新模式与老金融在此碰撞。处于价值

地的存量资产不仅需要 硬件的更新 代来使其 发新生，

也需要充 的资金作为后盾来加快发展。

第三、 金ABS上游， 索Pre-ABS REITS业务

2014年，应对非标转标的行业趋势，资产证券化呈现

发式增长。在备案制、注册制、试点规模 容等利好政策

的推动下，市场发行日渐常态化，规模持续增长，流动性明

显提升，创新迭出，基础资产类型持续丰富，并形成大类基

础资产产品。与房地产有关的 型ABS（CMBS）及股权

型ABS（类REITS）产品 续推出，各大券商机构也在这个

领域积极完成布局， 发展时间不长， 业务竞争也已呈

现 热化。

信托作为目前发行量最大的交易所ABS的非主流参与

者，我认为可以 出框架走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发挥信托

机构 活、创新的优势，为拟发行ABS的商业物业资产通过

股权并购、置 原有融资等方式，提前 定未来可以实施

ABS的优质资产。

这类业务的 战在于，需要对资产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对项目有更大的 握。即使在项目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也能实

现以较低价格 到资产，通过开发改造和商业运营，持续运

作项目，最终实现资产证券化。

今年初，我司与万达商业签署合作协议，将在今年内完

成1-2个万达资产包的并购。这是我司在不动产投资领域迈出

的一步，也是实物资管业务的一次积极探索。在这个项目中，

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非标资产，设立信托计划以成本价收购

即将开业的万达广场，并依托于万达商业的专业化运营，实

现项目的开业、运营并形成稳定现金流，最终努力培 成符

合资本市场 好的项目，转化为标准化产品通过REITS 其

他方式退出。

总的来说，在房地产这个看 传统的行业中 到的新

的价值，创造新的领域和机会，挺有意 ，继续努力践行。

产业的等级是决定其生产效率和承租能力的首要因素。这方面的典
型案例就是，大量的厂房和仓库被改造成联合办公、文创园，甚至
是商业，付租能力大幅提升，上海 8 号桥、北京 798、深圳创意之都等，
都是非常成功的改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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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 业务评 副总经理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6年，信托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 续自2014年以来的持续变化态

势，随着传统业务的不断收缩及创新业务的 发增长，信托公司面临着更为严 的竞争环

境和生存 战，与此同时，也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期。在过去的一年里，信托业务的定

位及行业发展路径更为清晰，监管机构于2016年建立了“八项机制”、明确了“八大责任”，

并推出了信托业务体系的“八类业务”，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也于年底 牌成立。与

此同时，随着制度红利逐渐 失，信托行业从高速发展转入了一个短期回落与调整的阶段，

在追求短期利益的业务模式已不可持续的趋势下，信托公司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这一现

象的出现源于传统信托行业的三大主要板块 地产融资、政信融资以及通道项目的业务

空间收 ，而业务转型成为各家信托公司的不二选择。 其在2016年，创新能力突出的信

托公司在经营业绩上 而出。如 在复杂的行业环境下通过不断的创新完成业务转型，

是各信托公司需要面对的共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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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较 认识到创新是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并在2016

年初正式确立了“投资、投行、资管、融资、财富”的业务转

型战略。近三年，公司每年业绩增长幅度超过90%，2016年

新增业务1,589亿元，在业务构成上，主动管理类业务规模新

增占比达到77.5%；在业务类型上，房地产和政信等传统融

资业务新增占比较2015年下降幅度超过60%，而投行和资管

业务作为新的业务领域，整体占比接近四分之一，资本市场

业务量较上年增长3 ，公司转型战略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7年，公司的转型创新 将继续，作为中台风险管理

部门，我们在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的同时，也需要在

业务方向上与业务部门共同探 ， 此在行业分析和研究的

基础上不断创新必不可少。

在行业分析和 的 不 新

信托公司在我国已发展三十多年，伴随着不断变化的市

场环境、法律环境和监管政策，信托公司始终在不断调整定

位的过程中 索前行。经过多年发展，行业定位清晰、业务方

向准确、市场化程度高的信托公司 而出，以创新为导向

的行业分析和研究 显出其在公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行业分析和研究工作无法 立存在，需要业务部门、中

台部门和后台部门的齐力合作以及互相促进，这一切源于各

部门自身的特点：作为战斗在市场一线的业务部门，可及时掌

握市场的变化、迅速感知新的业务方向，并在第一时间传导

至公司。 上 较为分散的信息需结合公司的风险 好和操

作标准，通过各部门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方可将行业

分析和研究工作转化为生产力。中台部门做为全公司内外部

信息较为集中的部门，可充分发挥信息整合和传达的作用。

中台部门将行业分析和研究工作最终落实在实际可行

的操作层面,需要从交易结构设计、运营监控和趋势 握等层

面着手。第一在交易结构设计层面，需要将业务部门 的

信息结合我司现有的业务类型、风险 好以及操作标准，发

挥我司在产品的 活性方面的优势，设计出操作性较强的产

品。第二在方案修正层面，一个新产品的 生，不仅需要公司

内部的评 ，也需要得到市场的 验、交易对手的认可。对已

具 形的产品进行密切 和 ，积极发现不完善之处并

及时进行修正，是产品落地的关 。第三在运营监控层面，每

一个创新产品的落地，都是一个新历程的开始。产品运营期

发生的点点 ， 有可能是项目顺利退出的关 ，前期未能

发现的 在风险，都有可能在该期间充分 。中台部门需

要在项目运行过程中不放过任 可能引起 在风险的事项，

及时分析和化解，随时总结和 至项目涉及的各环节人员，

以 对产品进一步提升和改善，进而在风险前置工作方面做

到进一步提升。第四在趋势 握层面，需要各个部门 市

场、法规和监管政策的变化，不仅 政信业务中财产权信托

的产生一样， 活设计交易结构，符合监管规定， 需对大势

和核心关 点进行 断，在市场初现 至在市场做出 应之

前即进入相关领域，提前布局先人一步， 占市场先机，力争

将 应迅速作为一项核心竞争力。要做到对市场进行预 并

握先机，需要具备对内外部资源进行整合和 收的能力，

同时需要每个人 公司乃至行业的发展 步，注重提升自

我，实践为本。

提升自我，

在行业整体处于上升周期的阶段，人海战术是信托公司

推升业务量和提升营收的努力方向，在如今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 现的经济新常态下，发现好的投资项目并运用专业手

段降低风险成为信托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与此同时，创新

成为信托公司适应新经济环境的重要生存和发展手段。创新

的基础，在于对 观、行业以及法规政策等各方面的深入理

解和 活运用，需要每一位信托人时刻注重提升自身的专业

水平。作为风控人员，不仅自身的专业水平直接体现在项目评

审中，更重要的是对项目的推进产生直接影响，对市场、行业

和相关法规政策的认识越深，对风险的认识更加全面。专业

的提升，需要做到以下方面：

一是熟 法规政策：只有熟 了游 规则，方可充分发

挥 能并最终取胜。如今市场 息万变，法规政策 随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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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推 出新。作为风险 控的 线之一，风控人员需对法规

政策做到及时更新和掌握，主动 考其对信托业务的影响，

确保信托业务的推进满足监管和法规要求。

二是提升行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在经济结构优化的背

景下，信托公司需要拼 力，拼风控能力，拼服务 加值，对

产业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研 能力， 可深 的行业，识别

可合作的交易对手。而这一切的基础，源于信托人自身对于

行业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风控人员，注重提升行业知识的积累，与一线同

事并 作战，方能在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方面尽自 的一份力

量，具体原 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业务部门源源不断上

报的项目涉及各个行业，项目推进的 性不容 给我们太

多的学 和 化时间；另一方面，风控人员对公司风险 好，

业务方向和项目 度相对于其他部门具有最及时和全面的掌

握， 此在公司中 演了部分 的 色，只有自身行业知

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掌握整合上 信息并准确传导至公

司其他部门，协助业务同事将有限的精力集中至最有可能落

地的项目上。

三是 市场动态：任 一个创新的产品都不是 门造

而来，需要结合自身的优势以及市场发展动态。作为风控

人员，需时刻保持对市场的新鲜感，及时了解并 收，一是可

确保在接到新类型项目时，与前线同事保持在一个频道上

论项目，二是可以向前线同事们分享市场最新动态以及公司

的风险 好和操作 度。

四是结合实践：行业知识的自我提升和市场动态的掌

握，终需转化为生产力。为达到该目的，我们需在关注和了解

市场动态的同时，多一份 考： 考 多信息对于我司业务的

在影响； 考 多信息给我司带来的 在机 ； 考 多

信息对我司业务带来的 在提升和优化，最终通过交易结构

的设计以及风控措施上的合理安排，在风险可控和收益最大

化方面对产品进行优化。

与行业知识提升一样，同样前中台的 通效率，对项目推

进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我们在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需

要同时增强服务意识。

务

项目的顺利推进，需要每个信托人全心投入，作为风控

人员需要增强服务意识，核心宗 就是服务一线。具体到实

际工作中，需要从交流 通和评审效率等方面着手。

作为承上启下的中台，我们日常的交流 通面向全公司

各个部门。面对前台部门，我们需时刻不忘与业务部门交流经

验、分享信息，随时可 论项目，协助业务推进和创新，做到互

相促进和激发。面对其他部门，我们需在项目推进和运行的过

程中做到信息共享，尽量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效率

低下 分 。

在项目评审工作中，我们需在坚持风控底线不放 的前

提下， 着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认真对 每一个项目，做到及时

，分清主次， 握好轻重 ，力求以高效的方式化解观

点分 ，在切实控制风险的基础上提高我司审批条件的有效

性和可操作性，增强我司在市场的竞争能力。

经过两年的转型发展，2017年公司业务经营将迎来又一

次 ，风控同事不忘初心，与公司各业务部门及中后台

部门一道，助力公司业务转型创新，在行业的机 与 战中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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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刚刚落幕，经过三年的连续增长，民生信托不论从资本实力、盈利水平以及资产的主

动管理能力，都取得了 人 目的成绩，成功从一家最年轻的信托公司，跻身行业中游，并将在未

来的一两年时间内，继续向行业第一阵营迈进。

回顾2016年财富条线的工作，也分别从渠道建设、制度完善、架构优化、团队 建、系统整合

等五个方面着力，完成了年初设立的目标。

2017年，如 配合公司“投资、投行、资管、融资、财富”的五大战略性市场定位，进一步

完成资金端的供给侧改革，我认为需要做四道加法。

[ 道加法]
财富中心 国性   端客户体

经过2016年一年 密鼓的建设，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成都、武

汉、重庆、广州、天津、杭州、济南等十一个重点城市的财富中心的网点布局。而京、 、 、深作

为第一批落地的财富中心，需发挥其示范效应，逐步实现一线城市财富中心年资金获取能力超过

100亿元，二线城市财富中心的年资金获取能力超过50亿元的长期目标。

   财富市场总 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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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配套的是，今年春节前，第一个VIP客户体验旗

就在公司总部民生金融中心一层大厅内正式开业了。

旗 整体采用中式风格的装修以及 ，打造格调高 、

端 的东方 典之美，并且在功能上注重实用与监管

要求，作为高端客户 、签约、会议的综合性办公场地。

北京旗 正式运营之后，将在其他重点城市逐步推

广，将成为公司高端财富管理品牌重要的可 化 口， 立

我司稳健专业的品牌形象。

[ 道加法]
业的理财经理队   的 考核机制

优化招聘、培训及考核激励等制度，打造一支高 质理

财经理团队，建立层次化、 队式的人才发展体系。

国内财 富管 理 服务的竞 争主要 专业性、品牌 和

客户经理服务三方面展开。其中，团队投资建议的专业性

已经跃居到超高净值人士选择财富管理机构标准的第一

位。 此我司在人员引进过程中，应当以积累丰富高端客

户资源及较高规模存量资产的理财经理作为主力，不仅能

销售复杂产品，而且能 为客户提供专业化资产配置服

务建议，同时在给客户提供服务过程中，能 及时了解市

场动态，研究超高净值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产品开发

需求。

同时，通过与资产管理行业先进同业接 的考核方式，

建立管理客户数、管理资产规模、综合业务收入等多维度综

合考核体系，加强对于综合服务水平的管理，降低人员流失

率，稳定团队并提升 力。

与此相 相成的是，需要建立与时 进、 开 的

培训机制。通过定期的常态化的内部培训，侧重团队产品

学 与专业水平的提升；同时，结合业绩总结与经验分享，

助团队提升展业能力。此外，还可以结合市场热点与公

司的业务重点，邀请专业合作机构及业界专家，有针对性

的开展外部培训， 充团队专业知识面的同时加强与客户

的互动交流。

过与资产管理行业先 业
接 的 方式， 管理客
户数、管理资产规模、 合业
务收入等多 度 合 体

，加 对于 合 务水平的
管理， 人 率，稳定

提升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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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加法]
开 的产   个性 的 务

密结合公司整体业务发展战略和规划，依托公司的专业

化资产管理能力，以开放式产品平台为基础，以定制化资产配

置、家 信托为抓手，全面覆盖金融机构、企业机构、高净值

人群、超高净值人群、互联网理财客户五大市场目标，结合投

资者的不同风险 好与承受能力、不同期限与流动性要求，对

于机构投资者，还需要考虑其不同业绩考核标准与多元化的投

资策略；拓展多层次的产品体系， 建多元化的产品平台，打

通资金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通道。

在具体的资产大类上，除了传统的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和

非标产品，结合公司业务转型的方向，重点发力资本市场相关

产品，包括以一级半市场定向增发、二级市场投资、私募股权投

资、投贷联动的并购业务为代表的权益市场产品，以及借助相

关渠道进行的境外投资产品等；加大从非标预期收益率型产品

向权益类净值型产品的转型力度，注重信息 的 明化、风

险 示的持续化，形成丰富的产品体系满足不同风险 好的投

资者需求，同时加强销售管理、信息 和投资者教 。

而另一方面，作为公司业务转型发展的重要依托力量，财

富管理工作需要在现有的以产品带动销售的基础上，进入高端

顾问式营销阶段，充分了解超高净值客户的需求特性，为客户

提供满足其个性需求的差异化产品，并以此为基础向资产配置

服务过渡，带动复杂产品的销售；更需要以家 信托为重要工

具，提供以财富传承为重点的综合金融服务，打造具有民生信

托特色的财富管理品牌。

[ 四道加法]
性的   的 务体

随着客户管理系统与网络工具的投入使用，全面提

升对客户的服务水平。

第一，实现对全部客户信息的统一管理，加强客户分

层和 选管理，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满足差异化

营销和服务支持的需求，实现精准营销。

第二，依 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平台，增加与客户之间

的互动，通过7 24小时的 子化服务平台，提供高质量

的针对市场、行业及热门政策的重要资讯和深度解析，

及时让客户获取投资组合变动提 、产品到期提 等信

息，并且以方 快 的业务操作作为线下面对面服务的

有效补充，提升客户体验。

第三，针对超高净 值客户的通常具有 对公业务的

特性，结合公司业务条线，可以开展提供融资、实业投

资、收 购并购等服务。伴随 产生的非传 统 金融 服务的

需求逐步增加，还可以向客户提供法律 务咨询、移民

和子女教 、另类投资、高端 、健康养老等专属定

制服务。

“ 关 道 真 如 ，而 今 迈 步从 头 越 。”如果说

2016年，在所有同事的努力之下，我们经受住了公司业务

转型之下对财富工作提出的 战，完成了资金供给与客

户积累的基础战 ， 2017年，面对公司提出的“财富

管理年”的要求，将是进一步锻造我们 向竞争力与纵

向发展力的，绝不轻 也更值得期 的一年。

对 高 客户的 常 有对公业务的 性，结合公司业务 ，可
开展提供融资、 业投资、收 等 务。 随产生的非传统金融
务的需求 加， 可 向客户提供法律 务 、 和 、
另 投资、高 、 等 属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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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为民生信托“财富管理年”，着重打造“资金端”核心发展能力，彻底解决资金端与

资产端不匹配的矛盾，成为目前财富管理工作关 所在，而“资金端”核心发展能力的 造又需

要依 财富管理工作在产品、服务及组织结构方面开展创新、 求突破，为此，财富市场总部基

于在客户分类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实践，选择以“细分客户”为切入点、以“立体营销”为策略，着

力探索更加细致和优化的客户 路径。

“细分客户”的 的 于 营销的 对性和 业

“细分客户”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美国学者 德 ·史密斯提出的营销理论，其核心

在于企业必 重 客户需求的异质性，并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服务和销售模式。

“细分客户”的第一步，是划分客户群体。用于划分客户的属性有 多，可以是区域、性别、

年龄 任 其他属性，从这一点看， 出头 ， 而有一个重要的划分 是：一定要

关注新 群体的出现。社会在不断进步与改变着，这样的变化， 意味着 客户群体的

与

   财富管理 经理

   

——打造 生信托“资金 ” 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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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以及 客户群体的 起。一方面，对于业已存在的客

户群体，我们 要持续保持关注，并在传统合作模式的基础

上探 新的合作机会；另一方面，对于新 客户群体，研究

其作为新 群体所具有的新属性，进而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关

产品 服务，才能尽快 获这部分新 客户资源，从而为企

业发展带来新的机会。近 年，伴随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

发展，出现了一 新 的财富群体。例如中国亿万富 群

体的 大，使得“超高净值人群”越来越受到各类财富管理

机构的关注，又例如余额 等 多“ ”类产品的推出，

让我们对“互联网理财客户”这一新 的客户群体有了更多

认知。这 新 客户群体的出现为财富管理机构在细分客

户的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竞争提供了更多可能。

“细分客户”的第二步，是选择目标群体。每家企业有

不同的战略定位和资源 ，这决定了各家企业没有必要

同时选择全部客户群体进行红海 ，而是要结合自身定

位和 情况选择“合适”的目标客户群体。具体从我司财

富管理工作的定位与规划 度出发，我们选择了以“高端客

户”作为我司目标客户群体，并且将在细分客户的基础上，

按照金融机构、企业机构、高净值人群、超高净值人群、互

联网理财客户等细分类别展开差异化、立体化营销，以打造

民生信托高端性财富管理品牌。

“细分客户”的第三步，也是非常关 的一步，是在选

择目标群体后进行“客户行为分析”。这是“细分客户”中至

关重要的一步，如果在选择确定目标客户群体后，企业不做

不会做“客户行为分析”， “差异化”竞争的策略必将流

于空 。客户行为分析是要通过对已采集的有关客户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后，从中发现客户行为的规律，并将这 规

律与企业营销策略相结合，从而建立、调整 优化企业的营

销策略，为目标客户提供更加符合其需求的产品。以超高净

值人群这一目标客户为例，当前中国超高净值人群的平均年

龄在50岁左右，多半是来自制造业、房地产和TMT等行业的

“创一代”，他们目前还在不断努力让个人财富保值增值、让

个人 者家 的企业发展 大， 此有着强 的投融资需

求，非常希望能在分散资金风险、 境资产配置、移民、财

富传承等方面获得专业服务。针对这一目标群体，我们在营

销策略上要以定制化资产配置、家 信托、海外资产配置等

为抓手，为其“量身定制”一套包 高端理财、财富传承、投

资咨询、综合增值等在内的一 子专业服务，实现全面覆盖

超高净值客户金融与非金融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

在“细分客户”的三步走完成之后， 我司选定的目

企业有不 的战略定
位和资源 ，这决定了

企业 有必要 时选
择 客户群 体 行
海 ，而是要结合
定位和 情况选择“合

”的 标客户群体。



5 5

财富管理年专栏
WEALTH  MANAGEMENT  YEAR

标客户的特性和需求，我们将以“立体化营销”为策略，不断

创新和完善财富管理工作的模式和方式，在力求打通资金供

给侧与需求侧通道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立体营销策 ”打造“资金端”核心发展能力

“立体营销策略”的提出是我司在面对财富管理市场

新变化、选定和分析目标客户群体及其需求的基础上，对财

富管理工作新内 、新模式等进行的提炼与归 。立体营

销作为一种全新的财富营销模式，将立足于为客户提供“多

度、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多方式”的财富服

务。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产 策

产品是财富管理机构服务客户的终端表现形式。信托

产品的设计开发 路主要可分为两类：资产导向型和营销

导向型。就目前多数信托公司信托产品设计开发的 路而

，资产导向型 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受当前多数

信托公司以业务（资产）开发为导向的公司战略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信托公司的财 富管理 业务多处于发 展

初期，对目标客户群体的分类和需求分析 未全面展开的

影响。 随着信托计划的推广和信托客户长期投资理 的

建立和逐步成熟，从客户需求 度出发形成产品构 将在

信托产品开发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结合我司当前正

处于业务转型发展期这一阶段性特征，在产品策略上，我

们将以“传统产品”和“创新产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产品

供给。

传统产品方面，一是针对资产端供给，合理规划产品上

线安排，力求在产品类别（基础产业、工商企业、房地产、定

增、股权）、期限、收益等方面形成 度配比合理的产品组

成架构；二是针对传统信托产品的易模 性特征，可通过设

立品牌系列产品、 出公司良好且持续的投资管理能力来

增强客户 性。例如，开发设立我司自主管理的现金管理类

产品，即可在为客户提供稳定收益与形成公司品牌效应、增

加客户 性方面形成良性互动。

创新产品方面，我们将按照营销导向型的产品开发

路，在深入分析目标客户群体需求的基础上，推进定制化

资产配置产品的设计开发。例如，针对超高净值客户的需

求，我们可以家 信托、海外资产配置为抓手，为其提供包

高端理财、财富传承、投资咨询、综合增值等在内的一

子服务，全面覆盖超高净值客户的金融与非金融的全生命

周期需求。

定价策

在信托产品营销组合中，产品定价是客户预期收益率与

信托产品类型、期限、底层资产、资金价格等要 综合考量

的结果。在制定定价策略时，我们要综合考虑公司整体战略

目标、产品成本、竞争者、产品生命周期和品牌形象、政策

与市场环境等 ，最后拟订信托产品的“价格”。必 注

意的是，信托产品“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要 竞争 力

及营销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定价”，并 “价格”真正地

当作完成营销组合策略的一种工具。财富市场总部作为公

司财富管理工作的归口部门，将按照公司产品发行定价的相

关要求，综合上 ，通过 学而严 的定价流程定期公

布我司产品发行定价参考区间，真正发挥好“价格”作为信

托产品客观价值与客户主观价值 断的连通 效用。

客户策

作为营销组合中的客户策略，一方面 盖前 “细分客

户”的“三步走”过程，即在划分客户群体的基础上，结合我

司的市场定位和战略规划，选择“高端客户”作为我司目标

客户群体，通过对目标客户群体的属性和需求进行深入分

析，按照“营销、稳定、提升”的客户 路径，通过差异化

产品、个性化分层服务等手段，不断培 和 大财富目标客

户群体。

另一方面，客户与公司营销之间还是个双向互动的过

程，客户的正向 将会通过 层营销等方式为公司引入

新的客户流量，提升公司品牌的知名度与名誉度，而客户的

向 则为公司提供了 目标客户群体定位是 合理、

营销策略的制定和执行是 有效的机会。

四 道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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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是连接信托公司与客户之间的 。在美国，金

融产品50%的运作成本来源于渠道成本，从这个数字我们

可以看出渠道的选择、维护、管理和调整在金融产品营销中

的重要性。对于我国信托行业而 ，由于行业自身发展历程

较短、信托产品认购起点较高、信托募集方式又具有私募属

性， 此对于大范 的 在目标客户群体来说，他们对于信

托产品的认知 较少，在这样的背景下， 考如 充分利

用各种渠道加强与客户的接 ，是信托公司必 的选择。

我司作为信托行业最年轻的成员，起步较晚， 此面

对激 的市场竞争，我们更需要尽快 建完成适应公司发

展需要的财富营销渠道：一方面，以“直销+代销”布局“线

下”营销渠道。公司发展初期，与代销机构的合作，能快速

打开客户资源渠道，保证资金端具有相对稳定的现金流来

源。在此基础上，我们更要加快布局公司自 的财富直销渠

道，通过建设以一流私人银行家为主力且稳定发展注重提

升的理财 队伍，才能为我们的高端客户提供出符合其需

求的专业化、个性化、定制化的高端服务。此外，伴随互联

网金融 潮的 起，网上信托、APP营销也将成为我们获

客的重要渠道，只有充分利用各种获客平台与综合金融服

务平台，建立全 系的资金渠道网络，才能实现覆盖我司传

统以及创新型信托业务资金需求的目标。

策

除了以上四项营销策略，我们还必 综合运用各种

通方式和手段，包括广告、公关、销售促进、客户活动等等，

使目标客户在多元化的信息包 中，更好地识别和了解我司

的产品和服务。一方面，公司通过自身举办相关活动，与客

户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接 ，比如以推介会、直 、路演等方

式组织公司明 经理与客户进行访 ，通过公司明 经理的

“现身说法”，可以 助客户增进对我司投资理 和经营

路的理解， 断我司将来的成长 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

利用好广告、公关等间接宣传媒介推进公司品牌宣传。而为

了使有限的广告资源发挥最大的效果，我们将聘请专业机

构作为我司营销传播代理。与优秀的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 们可以针对我司 有的优势提炼传播要

，拟定促销策略，选择最合适的促销工具，建立最优的促

销组合，从而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司明确了自身的目标客户

和定位、针对目标客户制定了系统的营销策略组合， 是，

这并不意味着这 营销策略就能 得到不折不 的执行，

也不意味着公司就能 自 而 地成为市场上的营销高手。

营销策略的成功还必 依 于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营销

体系和营销人员 质。其中，职责清晰的组织机构是市场营

销活 动的载体，上下 通的营 销

体系是市场营销功能发挥的先决

条件，专业、 业的市场营销队伍

是决定公司营销活动有效性的关

。 此，我们还必 勤 内

功，包括理顺营销机制，梳理营销

工作流程，加强营销人才培养和人

才 备，并在市场上不断积累营销

经验， 求产品、价格、客户、渠道

和宣传等五大策略 的配合和

协调，进而与客户建立起坚实的关

系。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决胜市场

的“致命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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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财富中心，自2016年12月 责人到位，开

始了 张的组建工作，至17年2月底到岗在职人员9

名，这是公司大本营 根于北京市场、 京津

地区、服务全国的一个标杆旗 ，是公司在财富

管理年里程碑之作的开始。对于这样一个背 重任

而生的新团队，他们是 看 自 的

“资产决定资金属性，资金推动资产创新，

实实 好 资金 这口 不是件简单的事，你要

比别人加 努力，才能看起来 不 力”北京财富

中心总经理于小 这样说道。经历过外资银行、民

营、国资金融机构，在财富管理领域十余年深 的

说，“不要 在任 一种体制的保护下得到长

的安稳，真正安身立命的真相是在激 的市

场中精进成为一个厉 的人。市场足 大，民生信

托作为后起之秀格局和进取心绝不止于 前，真

真 的拼搏历 才是对我们短 而 的职业生

责，时刻面对市场的 验才是对你多年来 心经

营的客户 责。”对于北京财富团队的定位， 确

信，这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学 能力强、深层次配合

的财富管理团队，目标明确， 路清晰，期 在大资

财富管理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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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管行业转型的背景下，在纷 繁杂的财富管理市场中，这个团队可以在

公司财富管理板块规划下 下 重彩的一 。

业 造价值

财富管理在国内发展的时间并不算长，银行、保险、三方理财，

互联网平台等各类型资产管理机构已让这一 深入人心，人们越

来越接受将自 的财富与资产交给专业可信 的机构打理。 是经

过数十年的发展，由少数机构在这片 海 地的时代已经过

去，随着行业内部从业人员的竞争加 以及外部机构的不断进入，

加之高净值客户更加成熟的财富管理理 与高标准丰富化需求，一

个精 细作的时代已经逐步到来。

 就 公司总裁张博在公司2017年度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专业

化的人才 风险， 风险才能真正创造价值”，财富管理领域对

于从业人员的专业 养要求也在与日 增。从 通客户的投资保值

到高净值客户的综合理财规划，再到家 信托客户的全面增值服务，

专业能力是在这个行业内长期发展立于不 之地的核心竞争力。对

此，于总深有感 的说：“财富管理行业的本质是以诚为信，以人为

托。面对客户越来越精细的财富管理需求，而自身能力不足导致无

 北京财富中心

—— 北京财 中 的
：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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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效识别和 客户需求进而满足客户需求，是每个营

销人员都会面临的中长期 境。我希望我们团队成员都能

自 的专业能力做到对客户 责、对自 责、对公司

责。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只局限于单 的完成销售任务，

每个人都要 市场,有格局，有 当，不断提高自 的业务

水平和相关能力。”

要求团队成员与时 进，在专业工作上 研，“这

是 多年身体力行的感受，也希望团队保持统一的风格。”

了 ， 随于总多年的高级营销经理孙 又补充道“这种

专业并非金融机构 从业人员单向的成长，而是与客户共

同成长，让客户本身的投资能力得到提升，通过我们的专业

与服务让客户 得对自 的投资 责，成长为具备投资 断

能力的优质客户，这也是我们专业性价值的体现。”

为了打造一支专业化的团队，北京财富中心 其注重团

队成员的学 成长，这一点从 多细节上都能 见一 。例

如，在每周部门例会上，固定有半个小时的环节为团队路演

分享：事先会随机 取团队成员就公司在售的1-2个项目进

行学 准备，以路演形式向团队其他成员介 ， 后大家提

出问题一起 论并解决。对于一 较为新 涉及大量行

， 市
场 ，

， ，
间 ，

人 间 信
， 起 总

北京财富
人 经
、民 、国有信托公司十

， 至 专 国 财
富管 理 ， 经 业 生长

作 展 ，
信 志 财富管理

财富 管 理专业 ，专业 财
富管理 业人员 业 ，

正

业背景知识的项目，北京财富中心也会积极联系总部和业

务部门，组织为公司所有营销人员的项目培训。

 从 业回国，刚刚加入团队的93年小 ，

在这种团队 下适应的 快。尽管第一次在同事面前路

演的时 ， 为 张 不住笑场， 快调整状态

并完成了自 精心准备的路演。而在保险、基金均有过丰

富从业经验的 多同样 得在团队中受益 ：“学 不

是一 上空 ， 化为行动，比 行动化为

得多。在一个不断成长 大的团队中，每个人都得不断

学 ， 上团队的节 。”

而且，不同于一 销售团队单打 斗的行事风格，北京

财富中心十分重 部门内部的交流分享，和深层次的配合。

在日常的销售工作中，部门以于总为核心，营销支持岗为

助，客户经理们根据任务形成专项工作组 活展开工作。工

作经历不足两年的 还是一个行业新人， 兼任营销支

持的工作让他 团队成员互动频繁，部门多个重点项目的

推介也让他短时间内得以迅速成长。而 业于对外经 大

学、在能源类 企工作多年的的 坚是团队中行业资源丰富

的一员，在以 的客户开拓和相关项目推介中， 坚通过与

左 ：刘 、 、 、 、 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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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同事一起组成工作组的合作形式，实现对重要机构客户

的对接及销售任务。

务
长

中国民生信托首家客户VIP体验旗 于今年年初正式

落地运营，地 正是在北京最 金的长安 一侧民生金融

中心一层。这个唯一一个 落于长安 上的财富管理客户体验

旗 ，定位于专业、私密、高端的价值理 ，秉持“优质、高

效、用心”的服务理 ，在这里将提供专为高净值客户打造的

专业化、多方位、多层次的财富管理及家 信托服务。

在国内，信托由于自身的私募性质，行业认知度与金融

业的其他细分 领域相比较低，各家信托公司的品牌认知度

也是参差不齐。曾在知名国资信托公司 责品牌推广数年、

对信 托行业有自 到见解的于 认 为：“即使在高净 值

人群中，信托这一名 的 及程度并不十分理 ，信托是

、在做 、能做 ， 在 的资产配置与财富管理规

划中能 承 重要功能与关 色，对此能有清晰认

知的人并不占多数。”

顺势而生的北京财富中心，也是一个被 了公司财富

品牌文化推广与财富理 输出使命的 口。在这里，不仅会

落地成系列成体系的财富管理品牌活动，更会成为客户交

流、学 财富管理知识的课 ，将民生信托的资产管理与财

富管理理 有效输出，从而逐步形成具有较强品牌 诚度

的高端客户群，并通过不深 细作、深度 ，分层优化客

户需求与服务内容，匹配即将实现的家 信托功能，最终形

成具有国际 、深 北京本地市场的财富管理旗 。

品牌推广获取 在客户，营销转化增强品牌效应，这样的生

态 环是公司财富管理年所要打造的重要战略之一，而北

京财富中心的专业化运作模式、全方位的增值服务、高质量

的人才 备 等，将是 这 高净值客户培 形成强品牌 诚

度的 化 ， 其是在竞争激 、客户成熟度较高的北京本

地市场，这 显得极为重要。

刘南和 是团队里两位 生 长的80后北京 ，

也都有着国企、外资银行和信托的丰富从业经验，在北京当

地有着较为坚实的客户基础。对于北京财富中心在当地

直销的发展， 们两个充满信心：“民生信托是一

升起的新 ，依 北京财富中心，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有

民生信托特色的产品与服务，建立与客户的良性互动，完

成品牌与营销的互相转化。”在2017年的财富管理年，北

京财富中心将在民生信托总部和泛海集团的 助下，充

分发挥地 优势，利用群 效应，创建行业领先的财富管

理旗 ，为公司打造业内一流的优质信托品牌。

力

当高净 值客户开始不 再 满足于 传 统 的理 财产品

金融产品，家 信托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认知

中，各金融机构也开始向客户宣讲家 信托的 、优

势，强调家 信托会带给家 财富 保障，家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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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能有效地传承下去等。 是，在当今金融领域中，只有信托公司可以开

展和落地真正的家 信托业务，为家 财富提供传承、财产管理、 收规

划、财产 、隐私保护等专属服务。目前，民生信托也在积极布局家 信

托业务，以期充分利用好公司自身及股东强大的资源优势及信托制度资源

，通过实现前端客户需求、中端专业团队管理、后端期间维护与外部

合作律所等优质外部资源的系统联动，形成一整套能力、资源与智力支持

完备的家 信托办公 业务。北京财富中心在经年累月的客户开拓与维护

中，也 已认识到家 信托的重要性并积极开始准备，与公司不谋而合的

路，专业化的人才 备和高净值客户的需求积 ，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信托本 是一个 专业的领域， 位信托 业人 都需要长时 的

经验累积，不断学 ，才能与时 进提供真

正专业的服务，而家 信托更是其中 金量

最高的一环”于总如是说，“从开始考虑是

设立信托开始，就应该 到信托专业人

士咨询，充分认识信托，了解自 的状况以

及当下和未来均可能存在的风险，才能确定

自 是 需要设立家 信托，进而设立真

正符合自身财务规划需要和特点的家 信

托”。服务于家 信托客户，需要的不仅仅

是一 热情，更需要的是一个专业化的团

队，这也是北京财富中心一直强调提高专业

养、增强学 能力和加强团队配合的原

之一。在此基础上，北京财富中心今年计划

在现有人员和即将加入的具有相关经验的

人员里，组建一个专门的家 信托团队，通

过与公司内部其他部门的联动配合，为北京

财富中心的高净值客户提供定制的家 信

托业务，也为公司在家 信托业务上的布局

落下重要一子。

2017年是中国民 生信 托的“财 富管

理 元 年”，2017年公司将 继 续 坚 持 四大

资产端定位：投资、投行、资管、融资，同

时，进一步加大财富市场推广工作，目标

是在2017年跻身行业第一阵营，这是公司

对2017年财富管理工作所作出的重要布

局与展望。作为实现这一总体布局中的重

要一环，北京财富中心身兼重任与使命：

如 立足总部、 根首都、 京津 、

服务全国，用专业化的团队创造价值，用

全方位的服务 品质，努力打造一个承

载民 生信 托品牌特质与行业 影响力的财

富管理旗 品牌，为公司财富管理元年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这既是每位北

京财富中心同事的责任与使命，更是他们

心中对财 富管 理事业完 美 与正在努

力践行的 下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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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民生信托转型发展并咏新春

卓尔始泛海，增资定江山。

越秀转型好，京畿列前端。

转投资管定，融募财富先。

型铸合规慎，精耕风控专。

助力凭固有，财务守坚关。

蓄才优结构，培英远宏瞻。

势借新资质，誉满高峰坛。

崛驻中信登，名疆四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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