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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实体经济发展，打造银行理财金字招牌

民生银行加速资管业务“五个转型”
2017年3月9日， 第97场银行业例行

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中国民生银行副行
长李彬以“加速大资管业务转型，助推实
体经济发展”为主题，介绍了该行着力从
五个方面加速推进资管业务转型，持续提
升资管核心竞争力，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
贡献更大力量。一同参加本次发布会的还
有民生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何力、资产
管理部总经理助理郑智军等。

开辟差异化转型新路

近几年来，随着利率市场
化改革、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互联网金
融兴起，商业银行迈入了全资
产经营的“大资管”时代。为了
应对经济金融环境的深刻变
化，商业银行资管业务须着眼
长远，积极谋求转型，回归资
产管理本质。

中国民生银行副行长李
彬在发布会上表示，该行紧跟
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的变化，
高度重视资管业务转型发展，
将资管业务作为未来转型的
重点战略业务之一， 该行在
“凤凰计划” 改革中将资管定
位为全行“大资管”产品平台，
致力于打造全能型“非凡资产
管理”品牌。未来民生银行着
力从五个方面加速资管业务
转型，开辟专业化、差异化的
资管发展之路，在持续助推实
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打造民生
银行理财金字招牌。

一是管理转型，推动治理
模式、 组织架构向市场化转

变，开展独立专业化风险管理
改革。

二是盈利模式转型，推动
盈利模式向非利差化转变，资
管业务收入模式由利差收入
向收取管理费模式转变。

三是投资转型，站在全球
视角推动投资品种大类化、多
元化转变， 加强组合管理，提
升主动资产管理能力，做真正
的资产管理业务。

四是产品与渠道转型，产
品逐步回归“资产管理”本
源， 产品形态由预期收益型
向净值型转变， 由封闭型向
开放型转变， 并构建向线上
线下立体化营销转变， 产品
标准化、批量化与个性化、专
业化相结合， 增强线上移动
渠道及线下代理渠道的销售
能力。

五是技术转型升级，将“互
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的
新技术引入资管业务， 提升客
户需求挖掘能力和风险管理效
率。

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0多年来，国内银行资管
业务实现了飞速发展，不仅帮
助广大投资者实现了财富保
值增值，而且为银行服务实体
企业构建了投融资平台，促进
了传统银行盈利模式转型提
升。

据介绍，民生银行资管业
务起步于2002年，是国内率先
开展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之
一。 经过15年的开拓创新、专
业发展，到2016年末民生银行
理财余额突破1.4万亿元。近
三年来，民生银行理财规模增
长超过1万亿元， 年复合增长
率达到70%，客户收益水平连
续多年位居同业前列。

15年来， 民生银行秉持
“为民理财，与民共生”的资产
管理理念，不仅为广大理财客
户创造稳定的投资回报，而且
大力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助推
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积极
承担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社会
责任。

据李彬介绍，民生银行紧
紧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
略，通过债权投资、股权投资、

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多种
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2016
年该行理财资金投向实体经
济的余额超过1万亿元， 重点
服务于国家战略工程和实体
经济重点领域，覆盖了基础设
施建设、运输业、公用事业、石
油化工、 药品及医疗行业、传
统制造业等行业。

其中，民生银行理财投资
产业基金、政府引导基金规模
超过400亿元， 成功支持了重
庆大渡口钓鱼嘴半岛PPP项
目、天津武清区项目、昆明轨
道交通项目、西安西咸区海绵
城市项目、南京江北基础设施
股权投资基金、亳州中医药产
业基金等多个重点项目。

民生银行还积极响应“去
通道化”有关政策，大力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自2013年作为
首批试点机构以来，民生银行
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的发行规
模、发行笔数始终位居同业第
一， 累计为100余家实体企业
发行了超过500亿元的产品。
紧密服务供给侧改革，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 通过去通道化，
实实在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据李彬介绍， 民生银行构建了
适合理财业务的大类资产配置体
系， 通过风险预算的模式进行资产
配置。民生银行还建立了重视择时、
注重过程控制的投研体系， 提前锁
定收益、规避风险，从而降低整体投
资风险。

比如，2015年6-7月股票市场
剧烈震荡， 在上证指数跌幅超过
47%的情况下， 民生银行权益类委
托投资仍取得超过4%的年化投资
回报， 量化委托投资取得16%的年
化收益， 分级A委托投资实现了年
化33%的回报。

民生银行因时而变、因势而动，
不断满足投资者保值增值等各类需
求。近年来，民生银行通过新开立分
行和附属村镇银行， 采用直销和代
销等方式， 将非凡资产管理产品推
广到西部地区及三四线城市； 通过
创新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 满足高
净值客户和私银客户的需求； 通过
T+0型产品， 满足企业客户的现金
管理需要； 附带订制投资清单的增
利标准产品， 满足了金融机构同业
投资的需求， 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要求。

民生银行着力打造“非凡资产
管理”品牌，先后推出八大系列拳头
产品， 多渠道、 全方位覆盖各类客
户，努力满足普通个人客户、高净值
客户、 私人银行客户， 以及企业客
户、同业客户的多样化投资需求。近
三年， 民生银行理财产品年均发行
规模超过4万亿元， 年均发行超过
4000款，服务个人客户逾170万户，
机构客户超过5000户，三年累计为
投资者实现收益超过1000亿元。

提升主动管理能力 资产配置多元化发展

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
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企
业产业转型为跨境资管业务
提供了新机遇。民生银行主动
出击， 积极配置海外资产，通
过配置离岸人民币大额存单、
中资美元债、 港股定增等，开
展多元化投资，持续提高资产
收益。

尤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背景下，民生银行抓住战略机
遇， 加快海外资产配置步伐，积
极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主动服务
全球客户。 同时， 引入权益、量
化、 分级A等创新工具投资，准
确把握主要市场机会，实现了资
产多元化发展。

今年， 国内资产管理业务
在市场需求、资产质量、互联网

化趋势和营销渠道等方面呈现
多样性变化， 民生银行的营销
策略也进行了适时调整。

一方面， 民生银行继续深
入拓展零售基础客群， 包括国
内高净值客户和私人银行客
户， 通过手机和互联网等移动
通讯方式， 提升客户业务办理
的便利性和满意度； 通过互联
网化的系统改造和大数据运
用，提高产品的线上推广能力，
开拓新客户尤其是年轻客户群
体。

另一方面， 民生银行细分
对公客户群， 尤其是企业和同
业客户群， 针对客户多方面需
求进行产品创新， 展开精准化
营销活动， 强化对公客户的互
联网渠道建设。

与传统的信贷业务不同，
资管业务具有独特的风险特征
及管理模式。 民生银行始终把
风险防控放在第一位， 着力构
建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建立
了涵盖资管业务条线的全面风
险管理体系。

第一道防线———风险管理
内生机制。 民生银行建立委员
会决策机制，形成内部制衡、外
部制约的风险管理格局； 建立
两头收紧的闭环式风险管理，
前有项目发行风险审查， 后有
资产投后监控， 及时控制、揭
示、处置风险。

第二道防线———专业风险
管理能力。 民生银行将风险管
理部门划分为公司、零售、金融
市场三大风险管理领域， 建立
专业的金融市场风险管理部门
和团队，逐步形成反应迅速、管
理专业、 风控有效的风险管理
能力。

第三道防线———建立定
期监督机制。民生银行发挥内
部独立审计的稽核功能，定期
对资管重点业务及管理流程
进行检查、督导和优化，确保
了全行资产管理业务长期稳
健发展。 ■卫鸣笙

构筑风险管理“三道防线”

“ 中国民生银行资管业务
起步于2002年，是国内率先开
展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之一。
到2016年末，民生银行理财余
额突破1.4万亿元。 近三年来，
民生银行理财规模增长超过1
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70%，
客户收益水平连续多年位居
同业前列。

2002年， 民生银行成立
“非凡理财工作室”，对机构客
户开展外汇理财业务，同年推
出外汇结构性理财产品，率先
探索银行理财之路。

2004年， 民生银行首批推
出“保得理财”人民币资产管理
类理财产品，投向央票、国债以
及政策性金融债等利率债。

2006年， 推出首单投资于
信托计划的理财产品———非
凡人民币理财T1计划，引领了
银信合作市场潮流。

2010年， 民生银行首家推
出定向增发类理财产品。其
后， 又推出了投资PRE-IPO，
并购基金、打新股等资本市场
品种。

资管业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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