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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要闻 

传统财富管理机构面临科技挑战 

得益于革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以及颠覆性品牌，在各行业，消费者都

改变了消费习惯，包括地点、时间和购买方式。财富管理行业也正经历着这

一剧烈变革，为各类财富管理机构带来了众多挑战和机遇：从传统财富管理

机构到创新的参与者，他们都在改变着财富管理行业的定义。财富管理行业

未来发展的方向将在何处?安永基于全球视角，近日发布《2019 年安永全球

财富管理报告》，指出由于客户需求的变化，独立理财顾问/公司和金融科

技公司将获得最大机会;为了留住利润最大和最有潜力的客户群，传统的财

富机构更需要为客户创造与传递价值，尤其是在客户的重要人生事件发生

时。 

五大领域亟待财富管理机构解决 

越来越多的客户愿意为理财顾问付费，但是他们对于服务价值的关注点

正在快速演变。为了帮助财富管理机构了解如何更好地实现服务价值，安永

调查了 26 个国家或地区的 2000 名财富管理客户，以了解对他们而言最重要

的因素是什么。安永认为以下五大领域是亟待财富管理机构解决的，包括： 

一是了解客户的需求和生命阶段。客户正在通过更换财富管理机构来获

取更好的服务。客户通常认为，在经历人生重大事件或是财务水平大幅提升

时，他们最需要财务顾问的服务。 

二是超高净值和年轻客户最倾向于更换财富管理机构。总体而言，三分

之一的客户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更换新的财富管理机构。为满足不同需求，客

户会与多个服务机构建立合作。预计独立理财顾问/公司与金融科技公司将

实现最大的客户增长。 

三是解决方案比产品和服务更重要。虽然客户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务建议

和规划，但他们仍在犹豫。大多数客户希望通过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来获得

简单、定制化且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四是未来是“有声”的。客户对于财富管理服务模式的偏好正在迅速向

着数字化投顾和语音助理的方向演变。 

五是定价模型需要改变。多数客户认为财富管理机构的收费不合理，并

希望有不同于以往的收费模式。 

基于以上调查结果，安永认为，财富管理机构必须做出必要的改变以留

存现有客户并赢取新客户。与客户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把握机会，以使财富

管理更高效、更具影响力。 

众多客户重新考虑财富管理选择 

不断变化的人口特征、个性化的客户偏好，以及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正

促使世界各地的客户重新考虑他们的财富管理选择。安永根据最近对全球

26 个国家或地区的 2000 名财富管理客户的研究，在不同财富水平和不同年

龄的人群中，三分之一的客户在过去三年中，更换了财富管理机构或迁移了

财富，另有三分之一的客户在未来三年内有此计划。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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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平均要与五种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打交道，导致客户需要为此花费大量

精力。在经历人生重大事件或是财务情况愈加复杂时，客户更需要财富管理

服务。而最能迎合这一需求的公司将有能力留存客户并获取新客户。安永的

研究表明，较富裕的客户最有可能更换财富管理机构：39%的超高净值(UHNW)

客户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更换财富管理机构或迁移财富，相比之下，

这一数据在一般高净值(HNW)客户中仅为 27%，而处在大众富裕阶层(Mass 

affluent)的客户有此计划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超

高净值客户最有可能在更多的财富管理服务机构中实现资产多元化。财富管

理机构面临着如何服务好年轻一代客户的压力，而他们代表着财富管理的未

来。虽然财富水平通常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但计划更换财富管理机构的客户

比例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婴儿潮(1946-1964)较千禧一代(1981-1997)

低 29%。 

财富管理机构有机会通过客户引导和财务指导来对客户进行投资者教

育，以建立信任并展现其服务的价值。安永的研究发现，与“缺乏投资经验

的客户相比”，拥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客户在未来三年内更换财富管理机构的

可能性要小得多(在“拥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客户中计划更换财富管理机构

的客户仅占 19%，而在”缺乏投资经验“的客户中有 36%计划更换财富管理

机构)。按地区统计，不同地区的财富迁移意愿各不相同。在美国和欧洲，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更换服务机构的客户比过去三年要少，这一结果令财富管

理机构感到欣慰。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由于移动和线上化数字财富

解决方案的发展，银行在财富管理行业中的地位正在悄然改变。亚太客户更

换财富管理机构的意愿增长了一倍，从过去三年的 15%增至未来三年的 34%。

安永指出，现有的财富管理机构与新参与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让客户有了更多

选择，加剧了机构们进一步满足客户需求的压力。 

客户需求变化带来的威胁和机遇 

通常情况下，客户的需求无法由单一财富管理机构来满足。安永的研究

表明，客户目前平均选择五种不同类型的财富管理机构(不包括由同一种机

构提供的多种服务)，这一趋势存在于绝大部分地区。在未来三年中，客户

表示会继续使用同等数量的服务机构，这表明财富管理服务机构尚未提供资

产整合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网上交易平台和私

人银行--市场占有率依旧很高，但安永研究的数据显示已经达到峰值并开始

下降。报告显示，独立理财顾问将快速发展，在未来三年内预计使用独立顾

问的全球客户将会增加 18%，独立理财顾问公司将增加 14%，这得益于亚太

地区的高增长。从历史上看，超高净值客户更倾向于使用独立的理财顾问;

然而，未来三年大众富裕市场(目前 34%，预期使用率 42%)和一般高净值市

场(目前 34%，预期使用率 40%)将迎来最大增长。 

独立理财顾问不受大型经纪公司的约束，可以更灵活地根据客户的需求

以及收费模式，来调整服务方案。许多主要的财富管理公司，已经收购或建

立了独立理财顾问/公司，以阻止其理财顾问转向独立。 

金融科技公司(包括智能投顾和个人在线财务管理工具)将吸引一部分

客户，尽管资产流入规模可能不如独立理财顾问公司那么可观。虽然这些金

融科技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仍然相对较少，但使用金融科技工具的客户比



 

3 
 

例，已与传统金融机构(如综合性银行、独立理财顾问和公募基金公司)的比

率相当。 

使用金融科技的解决方案的客户比例预计从目前的 38%增加到未来三年

的 45%。其中，大众富裕阶层客户的使用增长率预计为 35%(目前 28%，预计

使用率 38%)，一般高净值客户的使用增长率预计为 41%(目前 29%，预计使

用率 41%)。目前还没有哪一家金融科技公司能够获得足够大的客户群从而

威胁传统机构--虽然客户数量在增长，但这些客户并不能带来大量的管理资

产。金融科技公司策略一般是通过发行最吸引人的产品来获取客户，然后当

其拥有一定量的客户后，再销售其他产品组合和解决方案。然而，随着金融

科技的成熟，传统财富管理公司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将越来越密切。报告分

析认为，虽然较年轻的客户仍将是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主要用户，但婴儿潮

(1946～1964 年)一代的预期使用增长率最高。X 世代(1965～1980 年)客户

是目前最有可能使用金融科技的客户群，甚至在未来会使用这些产品的可能

性会更高。 

报告指出，以上这些变化趋势为传统的服务机构和行业颠覆者同时带来

了威胁和机遇，而独立理财顾问/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将获得最大机会。为

了留住利润最大和最有潜力的客户群，传统的财富机构更需要为客户创造与

传递价值，尤其是在客户的重要人生事件发生时。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http://tz.sinoins.com/2019-06/10/content_293922.htm 

 

《财富》调查：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预计 2020 年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 

只要作为美国经济命脉的美国消费者继续慷慨解囊，有关经济衰退的预

测便可能无法成为现实。毕竟，一杯 5 美元的咖啡可能算不上奢侈。然而，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美国人的花销习惯及其个人财务前景，尤其是在

制造业不断萎缩的这个时代。这也是为什么《财富》杂志和 SurveyMonkey

携手开展此次调查的原因，其受调对象超过了 1 万名美国民众。 

你应该了解的数字： 

88%的美国人称其开支水平较 12 个月前有所上升（29%）或持平（59%）。

同时，仅有 10%的受调对象出现了同比开支预算负增长。 

6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将在未来 12 个月内陷入衰退。 

45%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经济将在 12 个月内进入衰退，而民主党的比例

为 84%。 

大环境分析： 

美国人依然在毫不吝啬地购买新面世的产品和高价物品，然而，他们对

经济的展望出现了大幅下滑，而且大多数人预测美国经济在 2020 年将陷入

衰退。这个日渐浓厚的悲观主义则是经济观察家们需要关注的事情。穆迪分

析的消费者经济研究业务负责人斯考特·霍伊特称：“如果不是消费支出的

话，美国经济早已进入了衰退……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过半，但

其他经济领域都在萎缩。”美国经济分析局称，第三季度，美国 GDP 增速降

至 1.9%，像出口这样的重点领域下滑了 5.7%，私人投资下降了 1.5%。然而，

消费支出增长了 2.9%，其中，商品购买开支出现了 5.5%的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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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重要特征： 

1. 消费开支全面增长 

 

无论在哪一个人口类目——种族、收入或地区，家庭开支更多地呈现出

了增长而不是降低的趋势。尽管这个数字十分强劲，但我们不能高估其重要

性：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从 50 年前的 59.5%增至今年第三季度的 68.1%。 

来自于农业人口的反馈的确揭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顾虑，有 18%的人表

示其家庭开支较一年前有所减少，这个数字在我们调查的 29 个行业中居于

首位。可能从事农业的工人正在遭受中美贸易争端所带来的冲击。 

2. 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高于奢侈品 

 

实际上，在削减家庭开支的少数家庭（10%）会优先削减娱乐消费。这

是很正常的：如果出现预算不足的现象，人们很有可能在削减必需品购买开

支之前放弃购买流媒体服务或减少周末旅行。 

3. 党派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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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的经济展望出现了以党派为界限的分歧。约 80%的民主党/民主

党倾向选民认为经济衰退将在未来 12 个月中到来。与此同时，略超过半数

的共和党/共和党倾向选民则认为不大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然而，以下一组数字可能会让这些展望出现反转：民主党家庭和共和党

家庭的开支分别增加了 33%和 24%。人们是否是在按照自己的政治倾向来推

测经济走势呢？经济问题必然是总统选举年的中心议题，因此很明显，经济

下行对于现任总统来说是个坏消息，而对于挑战者来说则十分有利。 

一个有意思的数字： 

35%的美国人称他们已经调整了其财务开支，以迎接经济下行的到来。 

来源：财富中文网 

http://www.fortunechina.com/business/c/2019-11/28/content_352815.htm 

打通入市多渠道 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更便利 

近年来，人民银行、外汇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

步推进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序开放。目前，境外机构投资者可通过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以下统称

“QFII/RQFII”）、直接入市、债券通等多种渠道投资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10 月 16 日，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再出利好。人民银行、外汇局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事项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自 11 月 15 日起施行。 

针对《通知》所提新政，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专员刘健告诉《金

融时报》记者，破除债券过户和资金划转障碍有助于不同账户之间实现资金

流动便利化，提高投资者资金使用效率；只需备案一次，则解决了同一境外

机构投资者通过不同渠道投资的重复备案问题。 

据外汇局统计，今年上半年，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市场意愿保持稳定，

投资结构优化，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差 454 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延

续顺差，反映了证券市场开放效果以及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 

“未来随着债券市场开放度不断提升，境外投资者投资持有债券比重有

望逐步提高。”刘健说。 

在王一峰看来，近期金融开放政策密集落地，对外开放再度按下“快进

键”，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吸引外资机构中长期资金、联通

境内外市场、提升市场化配置资源能力，从而使我国向更高水平开放迈进。 

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向《金融时报》记者分析称，《通知》有助于提升

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展望未来，建议应继

续推动实质性增量改革，包括完善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人民币购买力稳定、

提升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提高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增加利率和汇率风险管

理工具供给等举措。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预计，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随着本轮开放

举措逐步落地，中国金融开放水平将大幅提升。未来，金融行业开放步伐会

快于金融市场，银行业开放步伐会快于非银行的其他行业，债券市场开放步

伐会快于股票市场，外资中小金融机构进入步伐会快于大型金融机构。而从

长远来看，给予外资在中国金融领域经营以国民待遇是开放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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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推进我国金融业更高层次开放还有哪些着力

点？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一是我

国金融业要积极取得在金融创新等方面的实质性突破，二是要全面提升我国

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三是积极利用金融开放推动“一带一路”等

重点建设的实施，形成双向开放的良好局面。 

来源：金融时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10-18/doc-iicezuev2960543.shtml 

资本市场助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多渠道投融资服务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简称《规划纲要》)。业内人士认为，长三角一体化已晋级国家顶级战略，可以

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四大战略并驾齐

驱。 

  在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各类资本市场分工协

作。加快金融领域协同改革和创新，促进资本跨区域有序自由流动。完善区域性

股权市场。依法合规扩大发行企业债券、绿色债券、自贸区债券、创新创业债券。 

  “资本市场可以从上市融资、并购重组、再融资等方面促进长三角创新企业

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长三角一体化的创新发展，需要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协调分

工，各自发挥在支持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发展、产业转型和新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让金融资源在市场的作用下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

中国经济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本市场可以提供相

应的投融资服务，以及相关服务的专业性支持。在融资方面，资本市场主要是向

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和增长动力。另外，在引导和服务与创新

产业相关的风投、创投机构上，资本市场也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同时，《规划纲要》提出，支持上交所在长三角设立服务基地，搭建企业上

市服务平台。在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方面，鼓励长三角地区高成长创新企业到科

创板上市融资。 

“上交所作为交易机构，拥有专业的技术能力和业务能力，可以为创新型企

业提供支持，目前科创板就是提供支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除了科创板，也可以

引导企业在主板上市，或者引导已上市的公司去并购这些创新型企业。”赵锡军

表示。 

  刘哲认为，搭建企业上市服务平台，为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提供上市便利，

做好上市前辅导工作，丰富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对于正处于初创期或培育期的

企业，则应该建立良好的孵化机制，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提供合适的金融支持服

务，储备上市的后备资源，对于丰富资本市场供给和支持产业转型、新经济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资本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赵锡军认为，无论是长三角一体化，

还是“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以区域为纽带，

推动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这些区域里，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都已经发展了

具有相当竞争力的主营业务，如果需要进一步发展，可以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

资或者债权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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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财富网 

http://www.southmoney.com/caijing/caijingguanch/201912/4557744.html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下中小银行如何深耕特色、服务小微？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

次集体学习。在本次集体学习中，中央领导人首度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要求。 

增加对民营、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今年国有

大行也大规模介入小微业务。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 9月末，五家大型银行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 2.52 万亿元，增幅是 47.9%，国有大行下沉力度很大。 

在此背景下，中小银行如何与国有大行做好错位竞争？11 月 19 日，浙江稠

州商业银行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程杰，蓝海银行副行长王业芳，廊坊银行行长助

理单正勇，北京银行小企业事业部总经理徐毛毛，兴业银行银行合作中心总经理

助理陈通在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21 世纪经济报道主办，天津银行联合主办的

“第十四届 21 世纪亚洲金融年会”金融供给侧改革下的中小银行转型与发展主

题论坛上展开了讨论。 

小银行不能追求大而全 

程杰表示，中小银行要依靠“双模驱动”、提高经营效率应对国有大行下沉

小微市场。一是依靠“双模驱动”。一方面是将线上线下，科技和地缘经济、地

缘信贷模式结合起来。中小行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当地深耕多年，有良好的地缘信

贷经验和地域团队，这是中小银行建立客户关系、维护客户关系的良好渠道和基

础。”二是大力依托金融科技转型经营模式。中小银行“船小好掉头”，转型更

快，更灵活。“我们国家经济体量大，市场足够大，不管是国有大行、股份行，

还是城商行、农商行，抑或是民营银行，都能找到各自的市场定位，进而差异化

竞争。”王业芳称。 

王业芳建议，小银行不能追求大而全，要小而美，小而精。具体而言，小银

行不应盲目追求规模和速度，而要更多关注商业模式、盈利能力能否持续，获客

能力和风控能力能否持续提升，能否构建特色化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五大行加

入小微市场会带来良性的竞争，他们有推动市场变革的力量，其实也符合国家大

政方针。我觉得并不可惧，因为中小银行有其优势。”单正勇表示。单正勇认为，

城商行本身就是服务本地、服务小微的，本地市场是中小行花费了 100%或者 80%

左右的精力在耕耘，大行则只花费了很少的一部分精力。从投入度、精力、服务

本地客户的意愿各方面来看，中小银行更能做好本地的客户服务。 

还要提供融智服务 

徐毛毛认为，小微业务市场空间非常广阔。徐毛毛援引银保监会的数据称，

普惠型小微企业法人和企业主的贷款户数，对比税务总局统计的有纳税申报企业

法人数，贷款覆盖率是 26%。换言之，有纳税申报的小微企业中还有 74%的企业

没有获得银行贷款，市场空间还很广阔。 

其次，大银行的服务力度加大会给中小银行带来内生的动力。“大行的加入

其实是一种良性竞争，能够带动市场的活跃程度。竞争促使中小银行进一步聚焦

自身优势，继续下沉服务重心，共同把小微金融服务蛋糕做大。” 

再次，国有大行和中小行可以差异化竞争。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科技文化等产业领域产生大量的信贷需求，中小银行在这些领域大有可为。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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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银行为例，始终紧跟首都建设、产业转型大方向，持续推动服务创新，打造科

技金融、文化金融特色品牌。 

“在信贷服务之外，我们还提供其他相关的融智服务，与客户相伴成长。这

是我们在服务小微客户过程中形成的理念。”徐毛毛表示。 

徐毛毛还表示，北京银行积极拥抱金融科技，目前引进了税务发票、工商司

法、反欺诈等大数据，上线了手机银行 APP——“京管+”，其中的“我要贷款”

模块，能够精准地给小微企业客户一个预授信的额度，一站式解决小微企业贷款

申请中的各种问题。陈通认为，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下，大型银行普遍成立

普惠金融事业部加大对小微贷款的投入，对中小银行形成一定压力的情况，但这

不止有竞争，还有合作的可能。“小微、三农业务并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我们

缺乏相应的风险管理技术、文化和历史沉淀。中小银行是服务小微的主力军，我

们希望和广大中小银行合作，提升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服务能力，来帮助中小

银行能够更好地服务小微，实际上间接支持了小微企业。”陈通表示。 

来源：21 经济网 

http://www.21jingji.com/2019/12-3/wNMDEzODBfMTUyMDIwNg.html 

银行理财子公司再迎新规 设两大净资本监管标准 引导行业加大 

股票、债券投资 

12 月 2 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净资本管理办法》），并将于 2020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曾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净资本管理办

法》的制定有以下三方面意义值得关注： 

一是《净资本管理办法》是理财子公司监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净资本管理

是理财子公司监管框架中最核心的一项制度，其目的在于保障行业健康有序的发

展，以净资本为约束避免业务盲目扩张。 

二是对理财子公司实施净资本要求，也是参考了国内证券公司、基金子公司、

信托公司等同类资管公司的监管要求，体现了监管的一致性，利于促进资管行业

的公平竞争，避免监管套利。 

三是《净资本管理办法》对理财子公司的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业务及其他业

务所投资的各类资产赋予的风险系数，尤其是对理财资金投资股票、债券等标准

化资产所设置的风险系数为 0，实则利于引导理财子公司坚守资管主业，真正成

为直接融资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参与者。从宏观角度看，这将利于我国包括资本

市场在内的直接融资体系发展。 

约束理财子公司盲目扩张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称，制定《净资本管理办法》的背景有三方面： 

一是理财子公司现行监管制度有明确要求。《理财子公司办法》第 45 条明

确规定“银行理财子公司应当遵守净资本监管要求。相关监管规定由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制定”。 

二是与同类资管机构监管要求保持一致。2010 年以来，原银监会发布实施

了《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证监会也先后发布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子公司等多项净资本监管制度。因此，对理财子公司实施净资本管理，有利于与

同类资管机构监管要求保持一致，确保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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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促进理财子公司稳健开展业务。建立与理财子公司业务模式和风险特征

相适应的净资本管理制度，通过净资本约束，引导其根据自身实力开展业务，避

免追求盲目扩张，促进理财子公司规范健康发展。 

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主要包括净资本、风险资本以及净资本监管标准等三

方面内容。其中，在净资本监管标准方面，主要设定了两项监管要求： 

一是净资本不得低于 5亿元人民币，且不得低于净资产的 40%； 

  二是净资本不得低于风险资本，确保理财子公司保持足够的净资本水平。 

  从已公告拟成立理财子公司的银行看，各家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少

则 10 亿元，多则上百亿，目前均符合净资本监管标准。 

  放眼未来，随着理财规模的发展，上述两项标准是否会对理财子公司业务规

模的不断壮大形成约束？对此，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净资本管理办法》

建立与理财子公司业务模式和风险特征相适应的净资本管理制度，通过净资本约

束，引导其根据自身实力开展业务，避免追求盲目扩张，促进理财子公司规范健

康发展。 

  利于引导理财子公司加大债券、股票等投资 

  《净资本管理办法》对于净资本、风险资本的计算方法列出了具体公式。其

中，风险资本的组成包括自有资金投资风险资本、理财业务对应的资本和其它各

项业务对应的资本，以及不同类型业务下设的不同种类投资资产都会对应不同的

风险系数。与征求意见稿相比，风险系数均无任何变化。 

  由于资产管理本身属于轻资产业务，《办法》对理财资金所投资资产设置的

风险系数普遍较低，对于公司自有资金所投资资产的风险系数则高于前者，这也

符合国内外行业惯例。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明确，理财资金投资资产为按照穿透原则确定的底

层资产(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除外)。风险系数具体数值参考了同类资管机构的系数

设定，并结合理财子公司实际情况对部分风险系数进行了相应调整。其风险系数

的设置相较于证券公司、基金子公司和信托公司的同类监管规定，更接近于基金

子公司的标准。 

  为引导理财子公司聚焦资管主业，鼓励投资标准化资产，《办法》对理财资

金投资债券、股票、符合标准化金融工具特征的衍生产品、公募证券投资资金等

标准化资产设定的风险系数均为 0，这也与同类资管机构的监管要求保持一致。 

  曾刚对记者表示，对理财资金所投资产设置不同的风险系数后，会直接影响

理财子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方向。尤其是对标准化资产设置 0的风险系数，实则

利于引导理财子公司大力投资债券、股票等标准化资产。从宏观角度看，将对我

国发展直接融资体系带来很大好处，因为理财子公司作为长期机构投资者，若将

相当多的资金配置在标准化资产上，这对于完善现有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以

及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大有益处。 

  银行理财过去的投资优势在于固收和非标，而权益类资产、金融衍生品则相

对较弱，后者需要依靠强大而专业的投研体系作支撑，相比之下，券商、基金公

司在这方面的优势更为突出。因此，成立初期的理财子公司多选择与券商、基金

公司合作，借助“外脑”弥补自身在权益类领域投资的短板。 

  建信理财董事长刘兴华表示，资管业务是建行集团实施新金融行动的“火箭

军”，未来，建信理财将与合作伙伴构建互惠共赢、错位发展的资管生态圈及价

值链。一方面，由单一发展向集团资管统筹下的协同发展转变；协同母行构建符

合建行集团资管业务战略的母子协同机制，积极参与集团投研一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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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倡导各类型资管机构发挥专业资源禀赋优势。目前我们已经和基

金、券商开展了多层次的合作，委托管理规模稳步增长并呈快速发展之势，品类

也将更加丰富。理财公司将精准对接各类型金融机构的各类产品。养老金“第三

支柱”的构建、房地产等实物资产管理、全球资产管理等方面仍有资产管理的新

蓝海有待理财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开拓。 

  此外，为落实净资本管理的主体责任，《净资本管理办法》明确，理财子公

司董事会承担本公司净资本管理的最终责任，高级管理层负责组织实施净资本管

理工作，至少每季度将净资本管理情况向董事会书面报告一次。理财子公司应当

定期报送净资本监管报表，净资本、净资本与净资产的比例、净资本与风险资本

的比例等指标与上个报告期末相比变化超过 20%或不符合监管标准的，应当向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书面报告，并说明原因 

来源：摘自东方财富网 

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1912031310346835.html 

★相关学术会议 

2019亚太财富论坛暨2019年度国际私人及家族财富管理中国风云榜 

会议时间：2019-12-18 08:00 至 2019-12-18 21:00 结束 

会议地点：上海 

主办单位：《财富管理》杂志社 

会议介绍： 

经历了 2018 年市场疲软、风险下行、投资者信心减弱，2019 年我们将如何

做出最佳反馈、筑底反弹? 

中国资管新规出台执行、A股逐步纳入领先指数系列、外资私募跑步进场，

我们将如何建构? 

机构产品策略并获得相应优质资产？ 

投资环境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私人及家族财富管理各机构是否已备有足够资

源展开风险评估体系建设? 

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议题崛起，科技赋能财富管理是否是真命题？ 

高净值客户“法商”“税商”“保商”教育不断，我们如何在竞合关系中提

供更具有竞争力和创新性的服务？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财富新贵增长迅猛，有研究预估，199 位亿万

富豪中，三分之一富豪的财富累积源于所创商业帝国的颠覆式创新。而中国的新

生代企业家群体，正站在了这股浪潮上，亚太地区作为全球高净值客群增长的主

要动力所在，其财富管理市场所占全球份额仍在增长，行业前景尤可期。然而，

高净值客群代际交替、需求更为多样，财富管理行业百的争流、头部机构转型发

力，我们势必将目睹市场格局之变、创新运营与服务模式的出现，我们也期望看

到行业真正的深耕细作与健康发展趋势。 

作为独立且国际化的交流平台，Wealth APAC 亚太财富论坛以“联结世界财

富 Global Wealth”为己任，通过 3年来成功运营年度行业评选、颁奖典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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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论坛及高管闭门私董会等板块，吸引了百位亚太财富管理市场知名专家、高管

和百余家顶尖机构汇聚于此，展开深入且卓有成效的交流。 

来源：活动家网 

https://www.huodongjia.com/event-1311508840.html 

2019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经济高峰论坛 

——世界级湾区的使命和路径（深圳） 

会议时间：2019-12-19 08:30 至 2019-12-19 17:00 结束 

会议地点：深圳    

主办单位：21 世纪经济报道 

论坛介绍：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粤港

澳这一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未来，谋篇布局。为贯彻落实

《规划纲要》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实施意见与行动计划，探讨务实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加快创新发展步伐的具体路径，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将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在深圳隆重举办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经济高峰论坛』。论坛将围绕“世

界级湾区的使命与路径”这一主题，以“1场主论坛+2 场分论坛+3 场圆桌会议”

的形式，重点关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以及科技与产业创新等热点话题，并发

布《对标世界级湾区之东京湾调研报告》。 

【主旨演讲】世界级湾区的破与立——大湾区，大机遇 

话题： 

大湾区金融创新与监管创新 

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先行先试”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规划布局及金融支持大湾区产业发展 

国际金融创新的湾区实践 

大湾区金融科技发展前景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金融圈建设，加强境内外跨境跨业联动，深化协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发展机遇 

圆桌对话：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服务的痛点与机遇 

来源：活动家网 

https://www.huodongjia.com/event-1829803781.html 

2020 第二届全球财富金融年会（上海） 

会议时间：2020-04-17 09:00 至 2020-04-17 18:00 结束 

会议地点：上海 

主办单位：栖观资讯飞羽商务移投行家族办公室（IBKFO） 

随着中国资管新规的落地后，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经历

了重大变革，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新的市场和监管环境，确保健康合规稳健发展

成为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机构迈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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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注重学习与交流，以“新机遇、新挑战、新未来”为主题，共同探

讨新时代的财富管理变革、理财子公司崛起，重塑大资管格局、三方资管裂变与

重生、海外房地产的投资分析等热点话题。 

【重磅话题】 

新时代的财富管理变革 

理财子公司崛起，重塑大资管格局 

私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应对策略？ 

贸易局势波动下，如何平衡财富？ 

信托与保险再续前缘 

家族信托法律架构中的“避雷指南” 

“三方资管”裂变与重生 

海外房地产市场投资分析 

来源：活动家网 

https://www.huodongjia.com/event-1170039718.html 

2020 新经济﹒新商业高峰论坛暨资本赋能实体大会（北京） 

会议时间：2020-01-09 09:00 至 2020-01-09 16:00 结束 

会议地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投资协会 

会议介绍：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尽管外部环境复

杂严峻，但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政策空间

仍然充足，经济运行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投资协会主办，互京所(北京)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

办的“2020 新经济﹒新商业高峰论坛暨资本赋能实体大会”将在北京隆重召开。

届时，将邀请国家有关领导人、各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及优秀企业家出席本届

论坛并发表演讲，通过开幕盛典、主题报告、项目路演、圆桌论坛、闭门会议等

众多活动，搭建一个新经济下企业家的交流与互动的高端平台。预计将有来自全

国各地近千家的业界精英汇聚北京，共同推动和见证新经济新商业下企业的机遇

和挑战。大会将成为新经济、新商业论坛里规格最高、人气最旺、财富效应最显

著、最不应错过的年度盛会之一。 

会议主题： 

战略新格局、投资新思维 

大会亮点： 

“新经济形式，变与革”“资本+项目＞3”“资本企业（高端）闭门会” 

来源：活动家网 

https://www.huodongjia.com/event-235199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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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专栏 

区块链的经济解释：一般原理与实践猜想 

自 2019 年 6 月 18 日 Facebook 发布天秤币（Libra）白皮书以来，国内外又

一次掀起了对数字货币或虚拟货币（虚拟货币主要是指非官方发行的“数字货

币”）的大讨论。笔者认为，市场需要将关注的焦点从虚拟货币转移到其背后的

技术基础设施——区块链，这是比特币真正的价值所在。 

比特币区块链——公链,只是区块链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有私链和联

盟链等形式。从区块链的本质来看，它代表的是记账权的争夺，因为区块链的本

质就是分布式账本，被看作是“互联网 3.0”时代的基础设施。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八次集体学习将区块链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提上了议事日程，提出了“区块

链+”的概念，并将其与新时代的基本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政策措施

——精准扶贫、教育、医疗——联系起来。而实际上，“十三五”规划就已经将

区块链与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一起列入重大技术攻坚项目名单。从市场反响看，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层面，区块链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那么，除了“区块

链+”在产业层面的应用，区块链还可以做什么，政策又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区块链的技术攻坚战 

技术竞争是长跑，能跑多远，跑多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研究能力，以

及技术创新转化为产业优势和企业绩效的效率。由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产出不一定

成比例，且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所以，政府需要加强与高校和市场研究机构加

强合作，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支持。在招商引资和吸引人才的政策上，有必要将

区块链作为关键词之一。 

区块链有诸多明显的优点，如去中心化存储对信息安全的意义，不可篡改、

可追溯等等，可能对互联网、金融与企业和社会组织形式等产生所谓“颠覆性”

的影响，但其之所以仍然停留在讲故事层面，仍然未被大众接受，原因就在于落

地所面临的困难。而之所以落地困难，又是因为区块链面临的共识成本高、交易

效率低、数据存储成本高和链上链下数据协同技术不成熟等问题，许多企业层面

的尝试都半途而废。所以，区块链应用也面临“不可能三角”问题：去中心化、

可扩展性和安全性三者难以共存，需要找到平衡点。现在的共识是，区块链与区

块链之外的技术应该优势互补，利用区块链的信息验证和共识形成机制进一步缓

解信息不对称、信息安全和隐私问题，同时与链下的计算能力和云计算这样的线

上存储能力相结合，这样就能大大降低成本，提高能效。 

虚拟世界的基础设施 

以长三角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上海如何

起到以点带面，提升区域合作的协同效应，是长期研究课题。从目前的实践来看，

我们仍然在走的是物理空间上的示范区的思路。上海选定青浦区、浙江选定嘉兴

区和江苏选定吴江区，组成“清嘉吴”示范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各项政策措施

落地。这仍然是从空间维度上思考长三角一体化。彼此相连的物理空间自然提供

了协同的优势，但它同时也是约束。基于物理空间上建立起来的协同模式，其复

制性如何，它是否会随着物理空间的膨胀而出现效率损失？在制定长三角一体化

战略时，除了要有物理空间思维，是否可以考虑利用虚拟空间，除了互联网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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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是否可以在边际上改善进行改善，比如联盟链如何进一步提升政府的

治理能力和管理效率、增进政府与企业的沟通，以及企业之间的协同效应，从而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我们认为，基于区块链形成的虚拟空间或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青嘉

吴”示范区可以先行先试，作为区块链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门户（gateway），

然后再向更广的范围复制。 

    作为虚拟世界的基础设施，区块链扮演着与物理世界中的道路交通、水电等

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同样的角色。随着生产、生活和经济管理的数字化趋势的提

速，虚拟世界的基础设施也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组织形式与边界 

科斯早在 1937 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就探讨了企业存在的

逻辑，提出了“（企业）组织为什么存在？”的问题。区块链也将对企业的边界、

组织形式与合作模式产生一定影响。 

众所周知，所谓市场的效率，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价格机制对资源和供求的调

节效率。但价格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如果价格是万能的，那么就不会存在企业这

种“非价格”形式的资源组织方式。 

格机制的发挥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一方面，非完全的市场导致价格发现的

过程会产生成本；另一方面，市场的这种非完全性会使得价格信号出错，即所谓

的“价格失灵”，从而导致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所以，科斯认为，企业是价格

机制的替代。在价格机制的成本较高的领域，企业诞生了，其主要功能是将协调

成本内部化。企业的边界取决于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的对比。 

    宏观层面，市场有价格机制；微观层面，企业内部有行政命令式的中心化的

管理机制；这两者在不同层面都是有效率优势的，但在中观层面，无论是行业内，

还是行业间的企业合作，主要靠的是合同，它的协调成本是相对较高的。正如“囚

徒困境”所示，在分散化的决策体系中，合作的均衡往往是次优的，其本质原因

在于信任的缺失和承诺的不可信。 

    我们认为，如何在企业层面构建激励相容的约束，区块链技术将大有作为。

作为基于共识算法和构建主观事实的账本，区块链或将重塑企业合作的模式，显

著提升中观层面协同的效率。这不仅对于企业是成立的，在不同行政层级，乃至

主权国家层面，也都是适用的。 

  笔者想强调的是，除公链以外，区块链和虚拟货币并非完全相互依赖的关系，

即数字货币的发行不一定非得凭借区块链技术，区块链生态的构建和运行也不一

定需要发行虚拟货币。即使是公链，利用虚拟货币进行工作量证明以保障信息真

实的机制是否是不可替代的，似乎也可以进一步讨论。 

本质上来说，区块链是账本，货币是记账符号，主权数字货币并不是不可以

在区块链虚拟世界中发挥货币职能。所以，应该区别对待区块链与虚拟货币。但

不可不承认的是，在跨国境的贸易和金融活动中，虚拟货币是有存在价值的。当

前的美元体系不仅导致了全球失衡，加剧了金融风险，也给非美元国家带来了巨

额的汇兑成本，而美国则从中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当然， 除了虚拟货币

这种机制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形式，也值得讨论。人类的进步，本来就是在探索

未知中实现的。 

区块链不一定是颠覆性的，但确实可以在边际上进行重塑。在区块链构造的

虚拟世界里，共识——主观事实足以创造出不菲的价值。 

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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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hu.com/a/350403062_260616 

国家信息中心单志广：区块链重新定义生产关系 

区块链核心：将信息互联网变为价值互联网 

 “现在一提到区块链就会想到虚拟币，然后就是虚拟币相关的一些问题，但

这只是一种比较狭隘的理解。”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认

为，从人类信息化发展的历程来看，每次信息革命都是通过改变信息的传输方式、

存储方式和利用方式，来实现对人类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重构。在他看来，区块

链就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数据传输、存储和利用的方式。 

  但区块链技术在国内被严重低估，在单志广看来，在数字经济、信息经济时

代，如果说人工智能是新的生产力，区块链则重新定义了生产关系，大数据是生

产资料，云计算是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而区块

链的核心是，在现代信息时代，改变了生产资料即大数据的私有制形式。 

  他指出，在区块链出现之前，信息被孤立、隔离在不同的行业、系统、地域，

而随着智慧化发展，区块链将数据连接，耦合、关联、活化，释放其红利和价值。

这彻底改变了过去孤立、分散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式，变为面向智慧社会的数字

经济，使区块链可以为不同参与主体、行业的数据交互提供技术支撑。“区块链

最大的价值是把原来的信息互联网变成价值互联网，是一种深刻的转型和变革。” 

区块链真正的价值高地：许可链 

  区块链包括许可链和非许可链。非许可链是公有链，公众不用经过任何许可，

即可在公有链发布消息，其特点是去中心化，完全透明，因此难以监管。目前，

公有链技术最广为人知的应用就是虚拟币，不过这在我国是不允许的。而许可链

与公有链相对，是一种可控、可信的区块链，由私有部门进行运营、管理，因此

并不是完全去中心化的。许可链有两种形式，私有链和联盟链。 

  单志广认为，许可链可更多地面向 B端，面向工业、企业、政府级的应用。

而这也正是区块链真正价值的体现。不过，令他苦恼的是，目前区块链的大众普

及度远远不够，导致很多人谈链色变。但实际上，这种恐慌源于公有链的不可监

管、去中心化、以及传统安全机制失效、内容机制失效，许可链并不存在这类问

题。 

  除此以外，在使用区块链技术之前，我们要判断，这个需求是否符合区块链

场景。单志广指出，并非所有信息化系统都可以使用区块链，它也是有特定的业

务领域和应用前置条件的。下面的流程图由国家信息中心提供，单志广解释：“通

过这一层层的筛选，就能发现实现一个是不是真的需要区块链技术了。其实很多

时候，其他已有的技术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在讲解过后，他强调：“区块链

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要避免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 

  行业痛点：区块链缺乏公有的底层基础设施 

谈到区块链行业的痛点问题时，单志广用智慧社会作为例子：“要建设智慧

社会，就需要先做信息化建设，先有 5G。”区块链也是一样的道理，要发展区

块链、支撑相关应用，就必须要有基础设施。 

但显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各方认可的区块链公共基础设施。现在的情况是，

各行业用户会自己搭建一套区块链应用环境，所有人都在单打独斗。单志广说：

“这很像 2002 年的国家电动工程，当时整体顶层设计架构是‘两网一站四库十

二金，网络是各部门按照各自需求建立的，并且网络与网络之间甚至存在物理隔

离，没有相互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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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志广指出，如果想要建设智慧城市、发展数字金融，就必须“对纵向的烟

囱孤岛进行数据融合”，而区块链服务网络（Block-chain-based Service 

Network）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据了解，BSN 是由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银联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红枣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基于区块链技术和共识信任机制的全

球性基础设施网络。 

根据单志广介绍，BSN 的具体做法是，国家信息中心依托已有的网络资源（目

前由中国移动提供），和各省数据中心建立遍布全国的城市公共节点，形成全国、

甚至全球的数据中心。该服务网络将以地级为单位，建立起统一的区块链平台，

连接所有的城市节点。这样做的好处是，BSN 可以统一运维，为用户提供更可信

的服务环境，同时，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区块链的开发、部署、运维、互通和监

管成本。 

据悉，BSN 目前还在内测阶段，预计将于 2020 年 5 月进入正式商用。 

来源：金融界网 

http://finance.jrj.com.cn/jrkjdj47/ 

产业调查：日本区块链改造传统金融体系的案例进程 

   在日本，关于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实际运用探讨，开始的非常早。早在

2016 年 12 月 1 日，日本就出台了《关于举办区块链技术的活用可能性和相关课

题研讨会的有关说明》，并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和 2017 年 3 月 8 日两次举

办了关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相关课题讨论会议。 

  日本银联的成果：发挥大银行家职能 

  2016 年年底，日本全国银行协会正式发表了《区块链技术的活用可能性和

相关课题研讨会报告书——区块链技术给银行业界带来变革的可能性》一文，详

细描述了区块链技术在银行业界的发展现状及前景。2019 年度 7月上旬，日本

银联就宣布预计于 2020 年夏天面向会员提供扫描二维码在线支付的业务，并宣

布与 KDDI 等七家公司合作，支付码互相通用，用户下载 APP，就可以使用。准

备抓住本次奥运会的契机一举拿下日本金融服务市场。 

  日本银行（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昨日（9月 4日）在日本金融厅主办的 2019

金融科技峰会上发表演讲；他认为技术改变生活，银行也应该积极与创新创业企

业紧密合作，实现“大银行家”的职能，更好的提供服务，实现新一轮的成长。 

  日本“区块链＋金融”应用范畴 

  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主要涉及八大领域，分别是“汇款、结算”、“金

融贸易”、“债券交易”、“贷款交易”、“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银行内主

系统”、“规范化管理”以及“跨股票交易”。其中，被应用最广泛的领域是“汇

款、结算”领域和“金融贸易”领域。因为日本国内这两大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

非常明显，而区块链技术的特点恰好可以弥补这部分缺点，所以区块链技术在这

两大领域的运用已经成扩大之势。此外，包括股票交易领域，对于区块链/分布

式账本技术的相关运用也已经开始。 

  汇款、结算：“区块链＋”的基础应用 

  汇款和结算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金融服务，也是日本银行及

金融系统最先利用区块链技术的领域之一。 

  网络技术的发展让其深入大众生活，以支付、汇款为目的的银行转账、水电

费汇款等操作都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网络完成。区块链技术在改善兑换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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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的应用的讨论已经十分广泛。尤其是在跨国交易方面，分布式账本技术

体现出了以下四大优势：交易透明、手续费较低、交易速度较快、可用性较高。 

  2016 年 10 月，日本 SBI 控股公司和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Ripple 公司共

同成立的 SBI Ripple Asia 公司，牵头创建“国内外兑换业务一体化研讨协会”。

协会成员有日本巨头银行瑞穗银行，以及其他网上银行和地方银行等合计 42 家

银行。SBI 控股公司总裁北尾吉孝表示，协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可以将国内兑换

交易与跨国兑换交易进行一体化处理的交易平台“RC 云”。 

  RC 云主要运用的技术便是分布式账本技术。为该项目提供技术支持的是美

国瑞波公司。美国瑞波公司已经在这之前推出了一款次时代的交易平台“Ripple 

Solution”，是世界上首个运用了分布式账本技术的云服务平台。通过使用这个

全新的交易平台，可以非常方便的，以低成本进行国内外的汇款和结算交易。 

  2017 年 3 月，协会负责人表示，基于 Ripple Solution 技术建立的 RC 云已

经通过了 PoC 测试，已经可以开始提供商用的国内外兑换交易服务。目前，国内

外兑换业务一体化研讨协会的会员正在增加。截止到 2017 年年末，协会已经拥

有共 61 家会员。 

  而日本 SBI 控股公司总裁北尾吉孝社长在（9月 3日）在日本金融厅主办的

2019 金融科技峰会上提出“第四大巨头银行”构想：内核为加密货币，外延为

金融服务。他表示，第四大银行的建立，不但可以帮助银行向下一代转型，也可

以为日本的地区创收做出巨大贡献。 

  股票交易：“区块链＋”的升级应用 

  2016 年，日本证券交易所集团开展了关于区块链技术在证券交易中运用的

相关试验，并随后公布了相关结果。试验对象主要有股票发行、分红、股东决策、

股票说明、交易明细、股票结算、资金结算和个人情报保护。实验报告书的结果

显示，上述的所有服务都可以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但由于分离式账本技术

和现有的这些服务还不能够达到完全适配的地步，因此实际导入还需要一定时间

考量。例如，传统债券的利息发放、金融衍生品进行到期处理等时间触发型事件。

由于账户系统时间的不同，触发的时间点可能会发生些许差异。此外，比特币等

公开性货币在发生交易时，所有的数据都会被公开，而现有的股票交易是非常看

重保密性的。因此如何在保证保密性的基础上运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成为目前一个

重要的课题。 

  不过，虽然有上述课题存在，日本金融机构关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运用却已

经在开展。2016 年，日本大和证券集团的智库大和综研控股公司作为技术支持，

在缅甸仰光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展了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实验，区块链技术被运用在

了一部分证券交易服务中。实验结果表明，区块链技术在良好完成了原有系统功

能的同时，还大大加快了交易处理的效率。这次试验收到了广泛关注，日本业界

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会成为区块链技术在股票交易方面运用的第一站。 

  此外，2017 年 3 月，日本多所金融机关联合举办了关于探索不同行业之间

合作可能性的“业界连接型 DLC 试验”。截止到 2017 年 8 月份，已经有 33 家金

融机构参与了这次试验。同年九月份，参与项目的金融机构联合发布了“关于共

同举办试验验证项目的相关决议”，关于分布式账本技术运用的讨论变得越发火

热。 

  贸易金融：“区块链＋”最有前景的应用 

  在进出口业务中涉及到买卖双方、物流公司以及海关等等多个机关，交易手

续十分复杂。通过区块链贸易金融，银行可以针对国际贸易行为提供一定金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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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让卖方可以更快拿到货款，买方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商品逾期造成

损失的风险。 

  在日本现行交易中，主要基于纸面签订协议，在加上交易手续的复杂性。对

于契约的签订进度和货物的流通状况的确认非常麻烦，并且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金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区块链的分布式特征就成为瞩目焦点。 

  目前，日本国内已经有多家企业开始了相关研究。例如，日本三井住友银行

和日本 IBM 合作，共同与 2017 年开展了关于在贸易领域应用区块链技术的相关

试验。利用区块链技术搭建的贸易平台，不仅可以随时查看契约的签订进度，也

可以方便的查看货物的流通状况，实现管理的一体化。此外，通过导入外部系统，

链接 AI 与物联网等技术，贸易平台还有进一步进化的可能性。 

2019 年，日本各大公司还在智能合约的基础之上将区块链技术发挥到极致，

开发了区块链＋物流，区块链＋产品追踪等，应用到贸易系统中。其中也不乏中

国区块链创业公司的身影，在日本区块链大会 b. Tokyo 2019 和大阪以太坊开发

者大会中，链得得日本都接触到多家供应链领域的选手登录日本，比如万向区块

链，在产品追踪方面的应用，受到了日本区块链创业公司极大的关注。 

来源：金融界网 

http://bc.jrj.com.cn/2019/12/02090128475591.shtml 

★山商实践 

我国财富管理发展的总体框架研究 

—基于青岛财富管理金改革试验区的经验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财富积累越来越多，如何进行财富管

理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结合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

设，阐述了我国发展财富管理的必要性和原则，分析了瑞士、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等国家和地区从事财富管理的经验，总结了我国财富管理发展的主要内容，需要

的配套设施建设和相关制度，提出了培育专业财富管理机构、引导全社会形成正

确财富观、迎接数字财富时代到来等建议。 

关键词：财富管理；总体框架；财富观 

一、我国财富管理发展概述 

财富管理，是指金融机构围绕可投资资产的保值、增值，向个人、家庭、金

融机构、社会组织提供的个性化服务。财富管理发源于为富裕人士提供的服务，

即为所谓高净值人士提供的服务，但今天已经发展到为不同富裕程度人士提供的

多层次服务。为方便起见，本文采用广义灵活的概念，即把财富管理与人们通常

所说的理财不严格地区分，相通使用。 

从事财富管理的金融机构，主要是指传统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

货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等。近些年，国际国内不断涌现出一些新兴的专

业财富管理机构，如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专业财富管理公司、互联网理财公

司等，这其中有些不属于传统的正规金融机构，而是泛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

类金融机构。这里的个性化服务，既包括传统的金融服务，如银行信贷、投资融

资、企业并购、财务规划、税务规划、各类咨询等；也包括许多新兴的延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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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服务，如慈善公益、旅游健身、移民留学、养老养生、修身修养、各类代理，

等等。 

我国曾长期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在温饱问题尚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人们

的理财意识自然十分淡漠，即使有理财的想法，也无财可理。所以，很长时间人

们把银行储蓄作为主要理财手段，把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一点钱存入银行，获取

一定的利息收入，而把活期储蓄变成定期存款已经是灵活理财了。1981 年，我

国开始重新发行国债，作为“金边证券”，国债成为当时人们除储蓄外最主要的

投资手段。1990 年 11 月、1991 年 4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

成立，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投资理财欲望。对于股票市场，人们既熟悉又陌生，

但却经常心驰神往，于是曾一度形成“全民炒股”的壮观场面。上世纪 80 年代

末 90 年代初，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起步。一波波楼市大潮，不仅造就了一批批

房地产富豪，也使无数炒房者收获颇丰。时至今日，我国居民储蓄仍占投资的

40%左右，不动产占近 30%。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金融日益开放，在国内外市场力量的共同驱动下，中

国的金融创新步伐不断加快。2003 年，中国银行发行了我国首款外币理财产品

——“汇聚宝”外汇理财产品。一年之后，光大银行发行了国内首支外币理财产

品——阳光理财 A计划。同年，光大银行还发行了首支人民币理财产品——阳光

理财 B计划，开启了人民币理财新时代。2007 年 3 月 28 日，中国银行设立私人

银行部，成为国内首家设立私人银行部的中资银行。与此同时，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机构，也纷纷开展了理财业务。外汇市场、贵金属

市场、大宗商品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艺术品市场、奢侈品市场等日益活跃。

中国的各类理财市场蓬勃发展，使得理财成为整个金融行业的重要业务，成为金

融行业全面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 

2008 年初，青岛市把金融业确定为城市发展的重要产业，并对国内外金融

中心城市进行了深入比较分析，认真研究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的发展趋势，挖掘青

岛自身的比较优势，提出了建设财富管理金融中心城市的目标。经过几年的大胆

探索和努力争取，2014 年 2 月，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 11 个部委

正式下发《关于印发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银

发〔2014〕38 号）。《通知》指出，设立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新，满

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财富管理的迫切需求，充分发挥青岛市在财富管理等方面

的综合优势，加快推进财富管理发展，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通过先行先

试，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富管理发展道路。根本目标是探索形成财富管理

发展的新模式和新途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富管理体系，力争将青岛市建设

成为面向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城市。这标志着青岛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财富管理

为主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全国共有 20 多个不同类型的金融改革试验区），

国家已经把财富管理上升为金融改革发展战略的高度。 

实践证明，财富管理的出现和迅速发展，顺应了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发展的大

趋势，受到了高净值人士和普通大众等广大投资者的普遍欢迎，受到了金融机构

的热情追捧。财富管理不仅提供了更多的投融资渠道，满足了个人和机构的投资

需求，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而且促进了金融的改革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我国

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显现出勃勃生机。中国不仅需要发达的金融业，也要有发

达的财富管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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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的财富管理需求极其旺盛：由简单的银行储蓄需求，发展到了多

方面、全方位的需求；由简单的炒股、炒楼，发展到了综合的资产配置；由只限

于境内投资，到全球资产配置；由批发式的需求，到私人订制的需求；由主要是

金融需求，到生活方方面面的延伸需求，等等。相应地，财富管理的供给也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机构、产品、服务、人才、法规、政策、基础设施等都逐步发展

起来。但总体而言，我国的财富管理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全社会的财富管

理理念还不够科学、不够理性、不够健康，正规的财富管理机构数量少、服务能

力弱、知名品牌不多，财富管理专业人才少、经验不足、信誉不佳，财富管理基

础设施薄弱、法律法规不健全、风险隐患突出，等等。 

二、我国发展财富管理的必要性 

一是适应社会财富增长的需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国的社会财富获得了巨大的积累，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居

民储蓄世界第三，高净值人士和中产阶级的规模迅速膨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实现，社会财富还会有极大地增长。大力发展财富管理，满足个人、家庭、社

会组织、国家各方面财富管理的需要，有利于实现全社会财富的保值增值，避免

财富的缩水、流失。 

二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近几年来，全国范围内非法集资等金融违法

大案时有发生，其中很多是打着投资理财的旗号从事非法金融行为。这一方面说

明，社会上对投资理财有着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说明我们的财富管理不够发

达，财富管理的供给还不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也给不法分子提供

了可乘之机。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主动满足人们的各种理财需求，有利于积极化

解大量潜在的金融风险。 

三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的天然职责。在金

融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中，最为突出的是：一方面，我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

社会财富有着巨大的积累，社会资金有着极大的供给能力；但另一方面，社会对

金融的需求又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始终处

于饥渴状态。金融服务的供需矛盾，表现为投融资渠道不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财富管理不发达，不能够高效率地配置金融资源。大力发展财富管理，畅通投融

资渠道，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更好发展。 

四是提升金融核心竞争力的需要。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大国，许多金融机

构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也都处在世界的前列。但规模领先的同时，核心竞争力并

没有真正处于优势地位，其差距也主要体现在财富管理不发达。财富管理是处于

金融服务的高端层次，财富管理的水平往往决定着一个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也决定着一个国家整体金融服务的竞争力。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促进各金融机构

提高服务水平，有利于提升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 

五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

也是世界的需要。从财富管理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

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自由配置。一方面中国人要实现全球资产

的配置，要对外投资理财；另一方面外国人要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搭中国发展

的顺风车，也要对中国进行投资理财。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宏观背景下，大力发展

财富管理，有利于促进中国的资本、技术、人员输出，也有利于外国资本、技术、

人员的输入。特别是在“一路一带”推进过程中，与各相关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

财富管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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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加强资金监管的需要。发达的财富管理，一方面可以提高在岸金融的服

务水平，在国内满足人们的各种理财需求，把财富留在国内；另一方面可以促进

离岸金融的发展，方便人们到境外投资、移民、留学、旅游、购买奢侈品等等。

加强财富管理，有利于监督资金流动，防止资金集中大进大出，保持金融稳定，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七是加强反腐倡廉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国

内外公认的重大进展。从长远来看，要由治标转向治本，必须建立制度化的体制

机制。加强财富管理，建立科学规范的居民个人理财状况登记查询制度、追索制

度等，与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相结合，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有利于监督

居民个人的财产状况，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 

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

产性收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到 2020 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 2010 年翻一番。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财富问题的高度重视，也为财富管

理指明了方向。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国人的财富还会不断积累，财富

管理的需求还会不断提高。面对极其旺盛的财富管理需求，财富管理的供给明显

落后。大力发展财富管理，有利于加快财富管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服务

能力和水平。 

九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需要。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

我们需要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

社会应对 21 世纪的各种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造就中

国特色的财富管理，中国特色的财富管理方案，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重要内

容。中国不仅在扶贫、减贫、脱贫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还会谱写许多创富、守富、享富、传富的精彩故事。

大力发展财富管理，有利于加大在反洗钱、避税、保密、外汇管理等领域的国际

合作，统筹好国际惯例与中国特色的关系。 

三、发展财富管理需要正确把握的几个原则 

一要扎根实体经济。财富管理要始终立足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国

际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脱实向虚，

以钱生钱，过度杠杆化，泡沫最后总要破裂。因此，只有紧紧围绕实体经济，通

过市场化手段将社会财富集中起来，配置到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经济社会发展急

需资金的领域，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财富管理才会持续

健康的发展。 

二要服务广大群众。国外财富管理起源于高端服务，主要是服务于富裕人群。

中国财富管理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应该定位于不同财富层次、不同风险偏好的广

大群众，要坚持财富管理的普惠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一方

面，要为高净值人士提供更加订制化、系统化、专业化的服务，满足其创富、享

富、传富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普通大众的财富管理潜力，提供更加多

样化的财富管理基础产品和服务，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升社

会大众对财富的获得感。从政治社会的角度而言，为普通大众提供丰富的、恰当

的财富管理服务，是金融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从经济金融的角度而言，普通大

众的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巨大，是金融部门的巨大商机。 

三要强化风险防范。有效防范风险，是金融发展的永恒主题。财富管理是复

杂性更高的金融服务，风险性也相对更大。尤其在目前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经

验不多，法律不全，人才缺乏，防范风险的任务更为艰巨。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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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互联网在为人们提供许多更加快捷方便的同时，也为一些人打着金融创新

旗号，依托互联网实行金融违法犯罪提供了条件。监管部门、金融机构、投资者，

都需要始终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并贯穿于财富管理发展的全过程。只有有效防范

风险，才能保障中国财富管理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要突出中国特色。财富管理在我国是一个近些年才兴起的新生事物，国际

上也并没有十分成型的公认的统一发展模式。同时，财富管理除了专业技术以外，

社会文化的因素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财富管理，学习借鉴国外成功的经

验固然十分必要，但必须牢牢立足于中国实际，突出中国特色，避免照抄照搬国

际经验。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财富管理发展道路这一根本方向，加快构建起符合

中国国情的财富管理体系。 

五要创新监管方式。财富管理在我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必须特别处理

好鼓励发展与加强监管的辩证关系。要鼓励大胆创新，不要扼杀了财富管理发展

的生命力，扶持其尽快发展壮大起来。同时，还要实行积极审慎监管，决不能放

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给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危害。要及时总结国内外财富管理

发展经验，全面探索财富管理的监管办法，适应中国财富管理发展的生动实践。 

六要培育科学的财富观。当前，我国的社会财富观还存在很多的认识误区，

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要将培育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贯穿于财富管理改

革发展的全过程，使人们能够理性地对待财富，合法合规地创造财富、使用财富、

消费财富和传承财富。积极引导社会财富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使公益慈善活动

成为社会普遍风尚，大力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和社会文明进步。 

  七要立足国家战略。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活，经济活。财富管理作为金融

改革的重要内容，要紧紧围绕国家各项发展战略展开，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牢牢服务于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特别要紧密结合国家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部署要求，

以财富管理推动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推动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推动金融中心布局体系建设，推动金融风险

有效防范。 

四、财富管理的海外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马

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的具体结合。当前，财富管理在我国尚处于发展的初

级阶段，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十分必要。 

瑞士是国际公认的财富管理最为发达的国家，历史悠久，机构众多，人才荟

萃，产品丰富，服务周到。瑞士以日内瓦、苏黎世等城市为代表，堪称全球财富

管理的发源地，也曾经长期是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是全世界财富趋之若鹜的地方。

特殊的自然、历史、文化等因素，造就了瑞士独特的财富管理发展模式，即主要

依靠私人银行、主要依靠离岸业务的模式，具有安全、保密、方便、尊贵等特点。

瑞士有着全球知名的大型私人银行，如瑞银（UBS）、瑞信（Credit Suisse AG）

等世界最大的私人银行。瑞士也有着众多不知名的规模较小的私人银行，有资料

表明瑞士最多时有 200 多家私人银行，他们就像精品店一样，为全球客户提供着

私人订制的高端服务。而且正是由于在财富管理方面的综合优势，瑞士也吸引了

全球许多著名金融机构，如著名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在此设立

了专业财富管理机构。瑞士的发展模式在很多方面是其它国家所无法复制的，特

别是其引以为荣的保密制度、税收制度等。这些方面也是其财富管理得以立足世

界的重要支柱，但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尽管如此，瑞士至今仍是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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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最为发达的国家，在许多方面依然引领着全球财富管理的发展方向，尤

其是瑞士独特的财富管理文化，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除了瑞士，欧洲还有一

些财富管理中心，如卢森堡、爱丁堡、慕尼黑等，也各有特色。如果说瑞士是全

球财富管理中心，卢森堡则更像欧洲财富管理中心，爱丁堡则是基金中心，慕尼

黑则是租赁业中心。伦敦既是全球最为著名的综合性金融中心，同时也是财富管

理中心。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亚洲新兴的财富管理中心，在过去三十年间发展迅速，

这主要得益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主要是学习借

鉴瑞士的经验，但今天在许多方面已经形成了与瑞士的扛鼎之势。如果说香港和

新加坡经济腾飞的基础主要在于转口贸易，那么其金融和财富管理的发展也有相

同特点。香港和新加坡成为亚洲内部和亚洲与世界联系的枢纽，财富管理的平台，

在促进亚洲财富进行全球配置的过程中，造就了自己。他们最突出的经验，在于

政府的强力推动。政府把金融和财富管理发展作为政府重要的战略目标，制订详

细规划，出台具体政策，坚持不懈，终有所成。在政府推动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方

面，迪拜也有很好的经验。 

美国财富管理的经验最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同样是大国。作为大国，美国的

财富管理主要依托在岸市场，这点与瑞士主要靠离岸市场不同。同时，与瑞士主

要依靠私人银行不同，美国早期主要依靠传统金融机构开展财富管理，而投资银

行、基金公司等机构兴起之后，就一直是财富管理的主力。美国另一个突出特点，

是家族办公室作用显著。有统计指出，美国有数千家家族办公室，他们有的只服

务于某个单一家族，有的也为其它家族和社会服务。美国财富管理机构数量多，

业态全，产品和服务丰富，创新能力强，较好地满足了社会的需求。美国同时拥

有多个金融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形成了多层次、差异化、互补性的服务体系。

相比于香港和新加坡主要靠政府强力推动不同，美国更多的是靠市场的力量。政

府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地方层面，而不是联邦层面，各金融中心的发展主要是当地

政府推动的结果。 

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列支敦群岛等群岛离岸财富管理中心，

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些群岛以“避税天堂”著称，靠一些特殊的政策，

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聚集了许多财富管理机构和财富资源。其主要特点是机构注

册简易方便，各类经营税负、所得税负都很低很轻，各种安全保密制度严格，法

律制度健全，基础设施完善，旅游发达等等。我国可以借鉴群岛经验，在合适的

地方设立财富管理试验区，甚至财富管理特区，促进财富管理发展，聚集财富管

理资源。 

五、中国特色财富管理发展的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财富管理，作为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中国特色财富管理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具体要围绕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是机构体系建设。财富管理首先要有服务主体，就是由谁来提供财富管理

服务，这就是财富管理机构。财富管理机构体系要有健全的业态，一是传统的银

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等金融机构中从事财富管理的专营机构，二是新兴

的、专业的独立财富管理机构，三是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机构体系的健全，是

实现财富管理全产业链综合服务的前提，是满足多层次、个性化财富管理需求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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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产品与服务体系建设。财富管理在有了服务机构之后，接下来就是这些

机构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了。财富管理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优势，

在于个性化服务。由于人们的需求千差万别，这在客观上决定了财富管理所要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必须是量身订制的，而不仅仅是批发式的。因此，财富管理必须

建立健全产品与服务体系，能够很好地满足广大客户丰富多彩的个性化需求。当

前，我国财富管理尚不发达，突出的表现就是产品和服务极其有限，过于简单，

不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 

三是市场体系建设。发达的财富管理行业，一定有发达的财富管理市场。当

前，我国专业的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交易市场还没有建立，多数产品和服务不能

够很便捷地进行交易。财富管理市场的不活跃，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流动不起来，

极大地限制了财富管理行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还要健全其它各类财富管理市场，

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贵金属市场、

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艺术品市场，等等。这些市场要相互衔接贯通，运行

健康高效。另外，还要贯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不断提高资产的全球化配置能力

和水平。 

四是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金融业的公共基础设施，也都是财富管理的基础设

施。但除了一般的金融基础设施以外，财富管理也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基础设施，

如产品服务登记系统、资金资产托管系统、产品服务交易系统、支付结算清算系

统、资产评估系统、融资抵押系统、风险防控系统，等等。 

五是配套设施体系建设。财富管理除了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还需要一些重

要的配套设施。主要包括：财富管理大学、学院、研究院、研究中心，财富管理

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全媒体，财富管理统一的信息统计指标体系，

财富管理相关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等中

介机构。 

六是配套产业体系建设。财富管理与实体经济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财富管

理要服务实体经济，同时，实体经济也要促进财富管理。与财富管理发展相关的

产业很多，主要包括：旅游业、邮轮游艇业、奢侈品业、养老养生业、美容保健

业、体育健身业、文化娱乐业、会展业、公务机业，等等。 

七是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根据财富管理的特点，针对财富管理全过程的各个

环节，建立健全全覆盖的风险防控体系。如机构、产品、服务、人员、资金、技

术、交易、托管、评估、信息，等等。 

八是法律法规体系建设。随着财富管理的发展进步，要及时地对其中的各个

方面进行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制订出台相应的制度法规，形成一整套科学健全的

法律法规体系，这是保证财富管理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 

九是政策环境体系建设。国家要为财富管理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既

有利于创新，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要很好地学习借鉴国际财富管理的经验，充

分发挥政府在规划、组织、协调、引导方面的作用。 

十是监管体系建设。我国金融业主要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制度，即按照银行、

保险、证券等各业态分别监管。财富管理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业态，需要建立健

全专门的监管制度。上述九个方面也都是财富管理监管体系的具体内容，但就财

富管理监管本身，还需要有特别的一整套体系规范，如监管机构、方式方法、法

律法规、从业人员、国内外合作等。 

六、加强财富管理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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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财富管理的长期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

需要针对财富管理过程的登记、托管、交易、结算等环节，分别单独设立财富管

理产品服务登记中心、产品服务交易中心、资金资产托管中心、支付结算中心，

等等。再进一步发展，将来还需要建立理财资产价格评估中心、风险防控中心、

灾备中心等。这样既有利于风险隔离，也有利于提高专业效率。财富管理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这些健全的专业基础设施。 

登记中心。产品和服务登记备案，是财富管理全过程的起点，也是实行有效

监管的最基本前提。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只有在登记备案的前提下，才可以正式

上市发行销售，从而才可进一步地确权、托管、交易等。所以，对各类机构发行

的各类财富管理产品，都要相应地分别进行统一登记，无论是银行类、保险类、

证券类、基金类等等。现阶段，先是按不同业态分别登记，从长远来看，建立所

有理财产品的全部统一登记，应该是大势所趋。2016 年，国家在北京成立了银

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有限公司，主要负责经营银行系统理财登记托管结算业

务。登记中心同时进行理财信息披露、培训宣传、咨询评价和投资者教育等服务。 

托管中心。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登记备案之后，就要委托相应的机构进行托

管。目前，我国的各类理财资金资产都是由商业银行进行托管，大的商业银行都

有托管资格。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只要自己有托管的资质，基本上都托管在本

行。这种分散托管的状况，存在许多潜在的风险和弊端。一方面，由于各商业银

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托管标准不统一，造成账户不唯一，不同理财产品之间不

能相互转账、流通转让，而且信息也不统一。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始终会有强烈

的冲动，将托管资金建立资金池，从而使理财产品期限错配，借新还旧，以及进

行刚性兑付。建立第三方的托管中心势在必行，并在托管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

展成为托管银行，这是保证中国财富管理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设计。 

交易中心。一个完善、活跃的交易市场的存在，是财富管理正常运转和稳步

发展的基础。从长远来看，国家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财产品交易中心，对各类

理财产品进行集中交易。这项工程应该抓紧进行，如果步伐过慢，面对迫切的市

场需求，一定会有许多机构和人员乘虚而入。我们要认真总结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邮币卡交易市场、文化艺术品交易市场等乱象的深刻教训。健全发达的理财产品

交易中心，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满足将其变现或者向其它金融资产转换的需要，

实现流动性；对于国家来说，可以为其实施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必需的依托和基础；

对于发行者来说，流通市场的扩大可以增加其容纳的财富管理产品数量，促进其

进一步兴旺发达。2016 年国家在上海成立了保险交易所，保交所的功能定位是

为保险业有关产品提供发行登记、交易流通和信息等服务，提供保险交易场地与

设施。 

支付结算中心。目前，我国央行的现代支付结算系统主要由商业银行系统、

城商行系统、农商行系统三大子系统构成。针对财富管理的特殊性，从风险隔离

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建立独立的理财支付结算系统也十分必要。理

财支付结算中心要与理财托管中心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优势，防

控风险，提高效率，便于监管。 

信息统计中心。财富管理的相关信息数据，不仅规模大，而且异常多样复杂，

更主要的是人们的隐私心理，所以天然的难以统计。同时，我国财富管理管理尚

不发达，相关的监管还很落后，各种制度还很不健全。目前，我国财富管理的数

据信息还是零散的，还不是全面的、系统的，相应的指标体系、统计制度还没有

建立起来，这给监管、决策、分析等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极大的制约。要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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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全国统一、共享、全面、高效的财富管理信息综合统计系统，以便各监管部门

统筹协调，形成监管合力。 

理财产品和服务的登记，属于行政行为，登记中心应该作为监管机构。监管

机构则应该是行政机关，或者是事业单位，不宜采取公司运作，要政企分开。托

管中心、交易中心和结算中心等则可建立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更加提高运行

效率。从长远来看，把全国财富管理登记、交易、托管、结算等环节尽量统一起

来，由一个平台统筹，保证信息的统一和完整准确，才可以真正实现监管的穿透

和对底层资产的识别。 

建立财富管理全媒体。我国财富管理的发展，离不开各类媒体的特殊作用的

发挥。当前，我国各类财经媒体为数不少，但财富管理专业的并不多，而且质量

参差不齐。从财富管理学术研究，经验的交流，基本知识的普及，信息的披露，

投资者教育，产品广告，风险的防范，等等，都需要媒体给予大力的配合，建立

全方位的财富管理专业媒体也十分必要。 

建立财富管理行业协会。建立财富管理行业协会，以及财富管理学会、协会、

研究会，形成覆盖财富管理全行业的民间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其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监督、自我发展的职能。在我国财富管理发展的现阶段，充分发挥行

业协会及其它民间组织的自律作用，而不是什么事情都由政府大包大揽，有利于

实现适度监管，促进国内外交流，从而促进财富管理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 

繁荣财富管理中介机构。财富管理直接相关的中介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各类评估师事务所等。要鼓励引导这类中介机构在

内部设立专业财富管理部门，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专业财富管理中介机构。中介机

构的发达程度，直接关系着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状况，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中介机构不发达，会限制财富行业的发展；中介机构发达，会促进财富管理行业

发展。当然，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状况，也影响着相关中介机构的发达程度。卢

森堡就聚集了众多财富管理中介机构，也同时吸引了大量的财富管理中介人才。

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也都如此。 

七、发展财富管理高等教育 

实现财富管理的长期健康发展，必须顺应财富管理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趋

势，加快发展富管理高等教育，至少要建立一所专门的财富管理大学，同时在全

国多所财经类综合性大学中建立财富管理学院，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并重，学术

研究和实操技能并重。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建设财富管理高等院校。 

第一，提高全社会的财商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已经富

起来并正向强起来迈进，全社会亟待确立正确的财富观。当前，一些青少年盲目

羡慕财富，把追求财富作为人生的唯一奋斗目标；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及其“富二

代”极力炫耀财富，在社会上引起恶劣影响；一些老年人理财受骗，造成一生辛

苦积累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贪财腐败，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

损失；一些不法商人为发财而不择手段，坑蒙拐骗损害群众利益，等等。这些现

象都表明，提高全社会的财商意识，加强全社会财富管理知识普及教育，引导人

们树立科学理性的财富观，对于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需要发挥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的优势，在巩固智商、情商教育的基础上，加强财商教育，加强财

富管理知识的科学研究和推广普及。 

第二，培养大批专业财富管理人才。财富管理是专业性极强的行业，从业人

员需要经受严格的专业训练，不仅要掌握一般的金融知识，更要熟练掌握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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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知识和技能。不仅个人和家庭需要理财，国家主权财富、企业的财富、

各类社会组织的财富，都需要精心打理，实现保值增值。近年来，许多传统金融

机构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财富管理，与此同时，新兴财富管理机构也大量涌现，

财富管理业务迅速增长。相比之下，当前市场上专业的财富管理人才却十分短缺，

成为制约我国财富管理发展的根本障碍。需要发挥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优势，为

社会培养一批批专业财富管理人才，这是我国财富管理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保

证。在加强学历教育的同时，各类在职培训也十分重要。要对大批正在从事财富

管理的人员进行相关的专业培训，迅速提高专业水平和能力，解决人才短缺的近

期问题。同时，还要加强针对富裕人士的培训，提高参训人员的综合修养，提高

综合素质，使其成为“绅士”、“君子”，避免变成“土豪”。 

第三，加强理论政策研究。财富管理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

金融的问题，而是涉及方方面面，通常会成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比如，一些

人把大量财富转移到了境外，在经济上造成了国家财富的流失，在政治上损害了

国家形象，同时也是对经济金融秩序的破坏。再比如，在第一代企业家向第二代

企业家传承的过程中，各种法律关系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企业家的财富继承，

而且会影响企业的发展、职工的稳定，这在我国当前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

题。还比如，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各类财富管理市场的波动，都会对社会的

财富构成产生极大影响。需要发挥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优势，加强对财富管理进

行专业的、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研究，为国家制订政策、法律、法规提供智库咨

询服务。 

第四，完善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 2018 年 10 月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调整优化高校区域布局、

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着

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全国有近 50 所财经类高等学校，但同质

化问题突出，各自特色不明显。建设一所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大学，符合我国高

等教育改革的方向，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设财富管理大学，既是对中国

财富管理改革发展的大胆探索，也是对高等教育特色发展改革的具体实践，需要

高起点、高定位，瞄准一流目标，打造一流水平。要以服务中国特色财富管理发

展为功能定位和努力方向，围绕开展财富管理学历教育、构建财富管理学科体系、

确立财富管理人才认证标准、强化财富管理基础研究、推进财富管理实务创新、

拓展财富管理交流合作等方面综合精准发力，为我国财富管理改革发展和创新提

供综合解决方案，奠定我国在国际财富管理领域的优势地位。 

八、建立健全财富管理的相关基本制度 

实现财富管理的长期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健全的制度体系，要建立机构准入

制度、人员从业资格制度、产品和服务登记备案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资金托管

制度、产品交易制度、保密制度、风险防控制度、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

等等。 

机构准入制度。要对财富管理机构实行牌照管理，只有持牌机构才可以从事

财富管理。这就是要把财富管理行业列为金融业一个大的专业子行业，要制订国

家财富管理行业发展规划，并相应地出台专门的监管办法。并不是什么机构都可

以开展财富管理，也并不是任何一个财富管理机构都可以开展所有的财富管理业

务。实行机构准入制度，是杜绝市场乱象的最初一环，是实现财富管理健康可持

续发展的最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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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从业资格制度。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从事财富管理行业，甚至具备了一

定的金融知识和财富管理技能也还不够，还要具备良好的个人品行修养等。发达

的财富管理，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高操的专业技能，更要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

诚实可信。要对从事财富管理行业的人员实行相应的资格认证管理，只有经过财

富管理学院等专门机构的专业培训，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和其它有培训证书，具

备了相应的资格，才可以从事财富管理。 

产品和服务登记备案制度。要对财富管理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实行注册登

记备案，只有通过了注册登记备案，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才可以面对消费者，否则，

财富管理机构不可以任意销售产品和服务。通过这样的制度，事前可以对相应的

产品和服务进行必要的合规审核，可以很好地避免相应的风险。同时，这样还可

以建立起相应的产品和服务追踪制度，有利于保证财富管理与实体经济相结合，

防止财富管理脱实入虚，并进一步有效防控风险。 

信息披露制度。要对财富管理全过程实行必要的、及时的信息公开、公告，

确保消费者、投资者充分了解必要的信息，实现信息对称。财富管理信息披露制

度，包括财富管理机构本身的经营状况、公司治理情况、重大事项等的信息公开，

也包括财富管理服务和产品的相应信息公开，特别是其中必要的风险提示，要向

合适的人提供合适的产品。 

资金托管制度。实践证明，要对客户委托管理的资金及其它资产，交由第三

方机构实行独立的专门管理。探索建立全国理财资金托管中心，最终建立专业的

托管银行，对各类财富管理资产实行集中统一托管，公开、公平、公正地管理理

财资金，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规避风险，增加效益。 

产品交易制度。要对各类财富管理产品及服务，通过相应的平台设施，实现

便捷高效的交易。财富管理的发达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财富管理产品及服务

交易的活跃程度上面。财富管理的发展，需要交易的配套，而高效便捷的交易，

会进一步促进财富管理的发展。要建立全国性的财富管理产品交易所，为各类财

富管理产品和服务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上海保险交易所的建立，主要

交易品种是各类保单。保险理财产品虽然也可以在其上面进行交易，但并不是其

主要交易产品。所以，从统一监管和专业化等因素考虑，建立全国统一的财富管

理产品交易所势在必行，也是我国多层次、专业化金融市场建设的必然选择。 

保密制度。要对财富管理的全过程建立相应的严格保密制度，是财富管理的

专业特性使然。对客户的信息严守秘密，是瑞士等国家财富管理发达的一个重要

原因。今天，虽然全球的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必要的严格保密制度，

依然是财富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是财富管理机构和行业赢得市场信誉的重

要保证。国家要确立个人隐私的法律保障，财富管理机构则要建立健全的内部保

密机制，从而确立良好的市场信誉。 

风险防控制度。财富管理和其它金融服务一样，始终要把发展与风险防范有

机统一起来，而且，财富管理对风险的防范应该有更高的标准。防控风险不能只

是消极被动地面对，为防而防，而要积极主动地作为，健全制度，提前预防。特

别是通过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监管制度体系，从根本上保证监管的有效性，促进

整个财富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有效地防止各种风险的发生。 

投资者教育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要使财富管理的客户有足够的机会了解

财富管理的各类信息，并当出现纠纷的时候，可以得到必要的及时的救济。监管

部门要进行宏观规划和指导，营造整体的良好环境。财富管理机构则要树立企业

的品牌意识，优化产品供给，提高员工服务水平。投资者则要提高风险意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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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长远投资、价值投资的理财意识。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宣传，为金融消费者提

供专业的财富管理知识咨询服务，提高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提高

公众对财富管理产品、服务的内涵及风险的理解。 

上述这些制度的建立健全，需要艰苦的实践探索，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

论创新，并逐步上升为法律法规，最终形成中国特色财富管理制度体系。 

九、重点培育专业财富管理机构 

实现财富管理的长期健康发展，必须大力培育专业财富管理机构。专业财富

管理机构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持牌的机构，主要是传统金融业中从事财富管

理的专营机构，如私人银行、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一类是不持牌的机构，主

要是指新兴的专业财富管理机构，如各类财富管理公司等。未来中国财富管理发

展的状况，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专业财富管理机构的发展状况，数量的多少及能力

水平的高低。 

从长远发展来看，我国专业财富管理机构的总体格局会是：有一家或几家大

型百货商场式的专业财富管理机构，作为系统重要性机构，具有国际影响力。与

此同时，还要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小型专卖店式的机构，各具特色，服务不同的客

户群体，或者提供不同的专业服务。中国财富管理机构体系，将是高大全与小特

精机构有机结合的结构。 

从政府方面来讲，推动财富管理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培育造就一大批

专业财富管理机构。要营造良好的环境，为专业财富管理机构健康成长创造条件。

要制订品牌战略，像培育制造业品牌那样，努力培育财富管理行业品牌。这是增

强中国财富管理国际地位，提升中国金融国际竞争力和增强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能否培育出具有国际系统重要性财富管理机构，将是中国财富管理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志。 

财富管理公司，应该是中国未来财富管理发展最重要的专业财富管理机构，

是我国财富管理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目前，这类机构已经大量涌现，但发展模

式、盈利模式都还在形成之中。现阶段，财富管理公司必将是以中介机构的形式

为主，以代售其它机构的产品和服务为主，收取一定的利润分成。逐渐地，财富

管理机构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有些机构开始自主研发提供产品和服务，并逐步

壮大自身，最终可能发展成为为数不多的系统性重要机构。当财富管理以咨询规

划为主业，以收取服务费为主的时候，那将是未来我国财富管理发展的成熟阶段

和高级阶段。 

财富管理发展的根本突破口，是对专业财富管理机构实行牌照管理。当前，

对于各类新兴的财富管理机构，没有实行牌照管理，没有把它们作为金融机构对

待，而只是作为一般工商企业对待。这样，对于那些依法合规经营的企业，由于

法律地位不充分，不是金融机构，身份不够高贵，所以市场的认知度不高，公信

力不够，经营受到许多限制。而对于那些招摇撞骗的企业，则有了难得的可乘之

机，它们往往注册为所谓投资公司，打着各种旗号到处行非法金融之实，严重危

害社会，扰乱经济秩序。这是一个时期以来，银行等金融机构“飞单”现象屡禁

不止，“e租宝”、“泛亚”等案件频频爆发的主要原因。实行牌照管理，给予

专业财富管理机构以合法的正规身份。与此同时，对从业人员实行资格认证制度，

从而保证财富管理机构和相应的从业人员都具备较高的品质和水准，也可以很好

地排除滥竽充数的机构和人员。以牌照管理为基础，相应地建立科学系统的监管

政策体系，可以有效防止财富管理的各种乱象，极大地提高财富管理的规范化水

平，这是实现财富管理长远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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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点发展新兴财富管理公司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

各类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这类机构具有较强

的财富管理机构特点，分属于传统的行业门类，都相应地适用专门的监管办法。 

十、引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财富观 

个人的财富观，决定个人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财富观，决定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当前，中国财富管理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财富观的问题。推进中国

特色财富管理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的、理性的财

富观。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并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被广泛认可的、科学的财富观。

社会上官员腐败令人瞠目，坑蒙拐骗行为嚣张猖獗，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贪

图一夜暴富、互相攀比、奢侈浪费、弦富耀富等等现象的大量存在，反映了人们

在对待财富方面的非理性。 

有两种较为极端的财富观：一种是“视财富如粪土”，一种是“视财富如上

帝”。义利之争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公断的官司，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总体占居着上风。君子们以天下为已任，从来不屑于言利，自命清高不凡，

不食人间烟火。当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现象在封建社会是普遍存

在的。而那些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人，则陷入了金钱拜物教。他们认为金钱就

是一切，财富可以通神，有钱可以使鬼推磨。为了获取财富，他们则可以不择手

段，为所欲为。 

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就要树立致富光荣的理念。当前，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

尊重财富的风尚,尊重财富也就是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竞争、尊重成功。

要增强勤劳致富、遵纪守法、公平正义的意识，增强自食其力、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的意识，增强大胆创新、奋斗进取、干事创业的意识。要彻底消除官本位的

思想，彻底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 

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就要树立勤俭持家的理念。勤俭持家、勤俭建国，在我

国曾长期深入人心。但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铺张、浪费、奢侈之风日渐盛行，

讲排场、比阔气、图虚荣现象愈演愈烈。“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每个家庭直至全社会，都要警钟长鸣。 

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就要树立乐善好施的理念。扶贫济困，乐善好施，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与近代资本主义相伴生的现代公益和慈善精神，在中国并

不十分发达，与中国当今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我们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明显落

后。公益和慈善，不仅是扶贫济困的重要手段，其实更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有机组

成部分。我们看到，当今世界各国许多的公共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大学、

研究院、医院等等，都来自于富有人士的慷慨捐助。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责

任意识，提倡奉献精神，让更多的财富回馈社会，成为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文明

进步的重要力量。 

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就要加强教育。作为长期的基础工程，要从青少年抓起，

在加强智商、情商教育的同时，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大加加强财商教育，把财

商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推动建立财富管理大学和财富管理

学院，引导青少年关注财商培养，提高财商意识。当前，还要加强对中老年人的

教育和财富管理知识普及，有效防范理财风险。 

十一、努力建设好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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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决定了许多改革创新都要先行试点，在积累了经验后再

在面上向全国推广，把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财富管理的专业性、创新性，更决

定了许多改革创新的措施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国普遍展开，必须先行试点。 

实践证明，国家设立青岛财富管理试验区，努力打造青岛财富管理中心城市，

方向正确，成效明显。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为中国应该有一个还多个金融中心

而争论不休。美国的经验表明，美国除了纽约华尔街，还有旧金山、芝加哥、华

盛顿、波士顿、迈阿密、夏洛特等多个金融中心，各个金融中心各有特色，错位

发展，较好地实现了功能互补，实现了国家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完整统一。中国同

样是一个大国，也自然需要多个金融中心。所以，问题不是需要不需要多个金融

中心，而是各个金融中心要有明确的不同功能定位，相互之间要错位发展，良性

竞争，从而实现国家金融市场的统一完整和健全完善。青岛市作为全国唯一的以

财富管理为主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把金融发展的重点放在了财富管理方

面，不仅适应了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而且在功能定位上明显不同于北京、

上海、深圳等其它城市。既找到了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又弥补了国家金融体系的

短板，所以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中国既需要像纽约、伦敦一样的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也要努力打造出像日内瓦、新加坡一样的青岛财富管理中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是中国金融业发生结构性重大转变的重要阶段，一

大批财富管理的专业机构会从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机构中独立出来，成为

事业部甚至子公司，一些新兴的独立专业财富管理机构也会大量涌现。相关监管

部门在审批这类机构设立的时候，要有意识地引导它们向青岛集中，实现聚集效

应。否则，如果这些机构分散到各个城市，将是对财富管理资源的极大浪费。要

加强顶层设计，把财富管理作为国家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把建设青岛财富

管理中心作为国家多金融中心整体布局的重要步骤，精心谋划，强力推进。国家

层面需要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发挥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加强宏观规划和

调控，把财富管理的资源全力向青岛财富管理试验区聚集。要很好地学习借鉴瑞

士、新加坡、香港等地发展财富管理的经验，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培育、组织、引导等调节作用。同时，中央监管

部门还要实现政策的倾斜，把有关财富管理的先行先试政策，尽量首先在青岛财

富管理试验区落地，实行相对封闭的特殊监管环境，在青岛形成财富管理金融特

区。 

四年多来，青岛围绕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进行了全面的

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初步的成果，在全国所有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评估中

青岛名列前茅。央行相关负责人评价说：“青岛财富管理试验区取得的成效，超

出了我们当初的设想。”同时，青岛市也把财富管理作为发展金融业的总抓手，

带动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在过去几年间金融业实现了倍增式的跨越发展，青岛在

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迅速大幅度进步。 

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为积极探索中国特色财富管理发展

道路，积累了并将继续积累许多富贵经验，不仅有利于将青岛建设成为面向国际

的财富管理中心城市，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中国财富管理的总体发展。各方面

都应该十分珍惜已经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继续不断巩固和拓展，而不能使改

革半途而废。 

十二、迎接数字财富时代的到来 

我们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从财富管理的角

度看，我们则进入了数字财富、数据财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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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财富化，财富数字化。依托于互联网和大数据，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数据化了，

数据化了的各类信息，则成为了经济金融的重要内容。 

数字财富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金融

科技等，为财富管理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首先，财富的标的因

为数字财富的出现而变得更加丰富。有很多数字和数据，都可以衍生成为财富，

使得财富的源泉变得几乎没有限量，异常丰富多彩。其次，财富管理的手段因为

大数据的应用而变得更加智能。智能投顾的兴起，使得人工智能被应用到投资理

财领域。很多投资都可以借助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编程进行，而不再依靠理财师人

工进行，使得投资更加科学和精准，有效避免各种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再次，财

富管理的时空也因为互联网的普及而变得更加无限。今天，人们可以进行远程开

户、远程支付，几乎可以做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财富管理，人们可以足

不出户就完成各种财富管理的目的，而不用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交易

所场所等进行面对面的交易。人们也几乎可以较自由地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资

产，不受时间限制地在全球每个角落实现融资和投资。 

数字财富时代的到来，要求我们要加紧应对，趋利避害，促进财富管理的繁

荣发展，有效防控其中的各类风险。要加强法制建设，明确数字财富的各种法律

关系，如哪些数据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客户，哪些属于服务机构，哪些数据未经客

户同意服务机构不得私自处置等等。要鼓励创新发展，科技金融、金融科技的发

展一日千里，我们必须紧跟时代脉搏，密切关注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等的发展

进步，积极应对，促进其发展壮大。要加强审慎监管，数字财富时代财富管理技

术更先进、速度更快、涉众更多，必然加强监管，绝不可放任自流，任其野蛮生

长。否则，社会危害极大。 

数字财富时代的到来，为中国实现财富管理和金融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提供

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技术平台，而财富管理则为我们提供了

业务形态，财富管理可以实现中国金融的后发优势。由于传统经济业态的发达，

发达国家对互联网的应用不如中国这样强烈，如电子商务等。同样，传统金融业

态的发达，使得发达国家对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金融创新也不如中国强烈，如

移动支付等。依托互联网技术，兼顾普惠金融与高端金融，以财富管理为突破口，

可能实现中国金融的全面进步，实现中国金融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引领互联网时

代的世界金融发展潮流。以中国特色的财富管理发展，带动中国特色的金融的整

体发展，使中国金融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作者：山东工商学院 白光昭 

来源：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BXYX201

901002&dbname=CJFDLAST2019&uid=WEEvREcwSlJHSldRa1FhcEE0QVN2K1

BzZm04WDBNbklGTCtZNU1xSGR1a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

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美国遗产税与个人财富传承 

1.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计算 

遗产税(estate tax)和赠与税(gift tax)合并计算是指美国政府将一个人生

前(即赠与)和生后(即遗产)一共转移了多少资产来计算其遗产税的税基，然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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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税基额度确定纳税档次和税率。资产的定义很广泛，可以包括现金、 证券、

房地产、保险、信托(trust) 、年金、商业收益和其他资产。这些资产的总值并

不一定取得这些资产时的历史成本，也不完全赠与时的市场价值，而是经过法庭

认证来计算它们的价值。 

美国联邦政府规定了一定的遗产+赠予免税的免税额度，这个额度取决于公

民的资产平均额度每年的变动额，例如，2019 年的个人免税额是 1140 万，夫妻

双方免税额是2280万。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2019年的总遗产+赠予不超过1140

万元，那就不用缴遗产税，超出的部分才需要缴税，税率最高能到 40%。 

2.免税制度 

对于部分遗产有免税制度，不会被算作纳税税基的范围，主要包括由债务形

成的资产和用于赠与慈善机构的资产，如贷款和其他债务、遗产管理费用、捐给

符合条件的慈善机构的资产等。还有一些合条件的遗产，可以减少某些营业利益

的价值后再计算遗产税。 

配偶之间的财产继承不需缴纳遗产税；如果父母双方死亡，继承财产的子女

可以享受父母的共同免税额度和遗产一样，赠与也有免税额度，例如，2019 年

的个人赠与免税额度为 1.5 万元，夫妻为 3万元( 每年也可能变化)，也就是说，

一个人一年内赠出超过 1.5 万的部分才需要缴税。配偶之间的赠与也不受限制，

无论金额多少都不需缴纳赠与税。以 2019 年为例，1140 万减去一个人一辈子赠

与的除免税赠与额度以外的所有资产，就构成了他的遗产免税总额度。 

3.非美国公民的规定 

如果一个人既不是公民也没有绿卡，在美国拥有资产，想要转让给有公民或

绿卡身份的子女，免税额度只有 6万元，而且这个额度只适用于遗产，不能用于

给赠与的资产免税。但他每年可以免税给公民或绿卡人士不高于 1.5 万元的赠

与。如果两个人是夫妻，但去世的一方是公民,健在的一方是非公民，那遗产也

要遵守 1140 万元门槛的要求，超出部分需要缴税。如果两个人是夫妻，给予的

一方是公民，收受的一方是非公民，那每年可以免税赠与 15.5 万元(这是 2019

年的额度，每年都有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绿卡持有者在最近一年内必须在美国停留超过

31 天，并在最近三年内在美国停留至少 183 天，这个人的遗产和赠与才有资格

获得以上的免税额待遇。 

在美国洲际间的遗产税和继承税又有额度和税率的不同，但都与联邦税制基本

一致。 

4.美国遗产税规划 

为减少遗产税，一般家庭通常采取的规避策略： 

  第一，利用每年的赠与豁免。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是最常用的方式。以

2019 年个人 1.5 万、夫妻 3万的额度为例，一对夫妻每年可以给一个孩子 3万

元，如果有两个孩子，每年就可以给 6万元，这些钱都是不用缴纳赠与税的，以

后也能免一笔遗产税。如果孩子还没有成年，父母可以设一个监护人账户，常见

的有 UGMA 或 UTMA 账户，每年往里面转的钱可以用于投资股票和共同基金，所得

收益按照孩子的税率缴税，税率比较低，也不再算是遗产。一旦孩子年满 18 岁，

就会自动成为这个账户的所有者，有完全的支配权。不过监护人账户也有一个可

能的弊端，那就是这些资产都算是孩子名下的，可能会对他未来申请大学助学金

有不利影响。如果不想设立监护人账户，也可以考虑教育储蓄基金，但这样的基

金必须专款专用，未来只能用作和孩子读大学有关的花费，否则会被罚款；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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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孩子申请助学金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这个账户还是在父母名下，理论上

影响小于监护人账户。 

  第二、购买人寿保险。如果一个人预估自己的资产肯定会超过免税额度、或

者手里有不愿拿去投资的闲钱、或是财产大多是不动产而想给子女留一些流动资

产，那他就可以考虑购买人寿保险。买寿险有两种做法，一是给自己买保险，子

女列为受益人。这样做的好处是，父母过世后的理赔金额，很可能远远高于本来

有的财产，而且受益人不用缴纳所得税，如果理赔金额不足 100 万，遗产税也可

以免掉。 

为孩子购买人寿保险，等于转移了一部分资产，减少未来的遗产总额，孩子

成年后，保险所有人就可以换成他们的名字。这样做的好处是，孩子的保费通常

比较低，而且这是终身险，以后即使孩子健康状况变差，保险公司也不能涨保费;

另外一个好处是，孩子还可以从中得到现金价值(缴付的保费在支付固定保险成

本后，剩余的部分就转化为现金值，保险公司还会定期派发红利)，这些钱以后

孩子都可以用。 

  第三.设立信托。我们常听说 trust fund baby,但信托(trust)其实并不是

富人的专利。信托有多种，不过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可撤销的、以及不可撤销

的，各有利弊。我们会在之后的文章中讲到。 

第四，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家庭有限合伙。如果有条件，设立一个有限责任

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LC)或家庭有限合伙(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 FLP)既可以帮助减少资产价值、降低遗产税，还能保留一定的管

理权，而且如果未来遇到诉讼、债权人追债等情况，LLC 和 FLP 还能起到保护资

产的作用。 

从美国遗产税的制度设计来看，在我国个人财产与赠与等数据不全面的情况

下，还不具有遗产税与赠与税合并纳税的基础，另外，遗产税的税基计算涉及不

同时期形成的资产特别是非货币资产的价值计量的可比性问题。 

作者：山东工商学院  韩存 王康宁 

投资是一场战斗：我读《战胜华尔街》 

 

您好奇这本书会讲些什么吗？ 

投资需要战斗精神，却并不需要无谓的牺牲。投资股市是一场战斗，但并不

意味着盲动和频繁交易。在投资世界里，保住本金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出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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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动等待，需要的都是耐心、智慧和执着。战胜华尔街，其实最终应该战胜的

还是我们自己。只有最终战胜了自己，我们在投资这个战场上才有可能取胜。 

过去一百多年资本市场上公认的顶尖高手分别是杰西·利弗莫尔、威廉·江

恩、查理·芒格、巴菲特、索罗斯和彼得·林奇。其中，林奇被美国基金评级公

司评为历史上最传奇的基金经理。他在 1977 年接管麦哲伦基金，1990 年急流勇

退宣布退休，从此成为一个业余投资人。在管理麦哲伦基金公司的 13 年间，平

均复合收益率达到了 29%，总投资收益率高达 27 倍，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基金

业绩的神话。 

对于这样一个牛人，他是如何选股，如何管理投资组合，从而取得连续 13

年战胜市场的骄人业绩的？其后他作为一个业余投资人，没有了庞大资金的支持

之后，他又是如何战胜市场的？我和大家一样，对这些问题充满了好奇。好，现

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扇智慧之门，透过林奇 1977 年到 1990 年管理麦哲伦基金

的历程，和其后他作为业余投资人的投资经历揭晓他成功的秘决。 

麦哲伦基金在 1963 年由内德·约翰逊创立，一开始叫富达国际投资基金。

当时肯尼迪总统对海外投资征税，迫使富达国际投资基金卖掉所有海外上市公司

股票，转而购买美国国内上市公司股票。1964 年和 1965 年这两年，富达国际投

资基金事实上是一支国内基金，1965 年 3 月 31 日更名为麦哲伦基金。当时麦哲

伦基金投资最大的重仓股是克莱斯勒，20 年后这家公司从破产边缘走向复苏，

又成了林奇管理麦哲伦基金投资最多的重仓股。林奇告诉投资者，对有些公司，

比如克莱斯勒，你永远也不要失去信心而放弃它。 

1969 年，林奇成为富达公司的股票分析师。1972~1974 年美国发生了股市大

崩盘。1966 年时富达麦哲伦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2000 万美元，但到了 1976 年，

基金规模减少到只有 600 万美元。1976 年富达公司把规模为 600 万美元的麦哲

伦基金和另外一只规模为 1200 万美元的艾塞克斯基金合二为一。这就是 1977

年林奇被任命为麦哲伦基金经理时所面临的形势：资产规模 1800 万美元，5000

万美元的可抵税亏损，极度糟糕的股票市场，数量很少且迅速减少的基金客户，

由于麦哲伦基金已经封闭，停止对投资者开放，所以无法吸收新的客户。直到

1981 年麦哲伦基金才重新开放。 

管理麦哲伦基金的这 13 年，对于林奇来讲，是一场刻骨的记忆，我们先来

听听他这 13 年的传奇经历。我们不妨想象，在一个飞舞着彩霞的黄昏，林奇先

生坐在我们对面的书桌后，为我们深情讲述这段传奇。 

我们不妨端一杯茶香四溢的西湖龙井，于茶香织就的氤氲之境中细细听林奇

先生娓娓道来。 

作者：山东工商学院 常叶青 

来源：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xGh4Op8l0g8VQ7kdmdSZwg 

★财富管理报告 

《2019 胡润财富报告》 

2019 年 11 月 19 日胡润研究院今日发布《2019 胡润财富报告》揭示了目前

大中华区拥有 600 万人民币资产、千万人民币资产、亿元人民币资产和 3000 万

美金资产的家庭数量和地域分布情况，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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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研究院连续第 11 年发布《胡润财富报告》。  

600 万资产“富裕家庭”分布 

北京依然是拥有最多 600 万资产“富裕家庭”的地区，比上年增加 8,000

户，达到 70.4 万户，增幅 1.2%，其中拥有 600 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

量有 26.5 万户；广东第二，600 万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增加 9,000 户，达

到 67.9 万户，增幅 1.3%，其中拥有 600 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有 25.2

万户；上海第三，600 万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增加 8,000 户，达到 60.2 万

户，增幅 1.4%，其中拥有 600 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有 21.2 万户；

香港第四，600 万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增加 5,000 户，达到 55.1 万户，增

幅 0.9%，其中拥有 600 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有 19.4 万户；浙江第

五，600 万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增加 7,000 户，达到 51.6 万户，增幅 1.4%，

其中拥有 600 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有 18.2 万户。 

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分布 

北京仍然是拥有最多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的地区，比上年减少 6,000

户，达到 28.8 万户，减少 2%，其中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

有 14.6 万户；广东第二，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比上年减少 6,000 户，达到

28.5 万户，减少 2.1%，其中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16.2

万户；上海第三，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比上年减少 5,000 户，达到 24.9 万

户，减少 2%，其中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14.3 万户；香

港第四，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比上年减少 1,000 户，达到 22.2 万户，减少

0.5%，其中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11.4 万户；浙江第五，

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比上年减少 3,000 户，达到 19.3 万户，减少 1.5%，其

中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9.8 万户。 

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构成： 

企业主 65% 

企业的拥有者，这部分人占到 65%，比上年增加 5个百分点。企业资产占其

所有资产的 66%，他们拥有 140 万的可投资资产（现金及部分有价证券），20

万以上的车和价值 180 万以上的住房。 

金领 20% 

金领主要包括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他们拥有公司股份、高

昂的年薪、分红等来保证稳定的高收入。这部分人占 20%，和上年一样。他们财

富中现金及有价证券部分占 20%，他们拥有 500 万以上的自住房产，价值 50 万

以上的汽车。 

炒房者 10% 

炒房者主要指投资房地产，拥有数套房产的财富人士。这部分人占 10%，和

上年一样。房产投资占到他们总财富的 84%，现金及有价证券占比 2%。 

职业股民 5% 

他们是从事股票、期货等金融投资的专业人士。这部分人占 5%，比上年减

少 5个百分点。现金及股票占到其总财富的 29%。职业股民平均拥有 430 万以上

自住房产，170 万以上投资性房产和价值 100 万以上的汽车。 

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分布 

北京仍然是拥有最多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的地区，比上年减少 1,000

户，达到 18,900 户，减少 5%，其中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

量有 11,200 户；广东第二，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比上年减少 900 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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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6,500 户，减少 5.2%，其中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9,700 户；上海第三，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比上年减少 900 户，达到 15,800

户，减少 5.4%，其中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9,300 户；

浙江第四，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比上年减少 800 户，达到 12,700 户，减

少 5.9%，其中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7,490 户；香港

第五，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比上年减少 200 户，达到 12,400 户，减少 1.6%，

其中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7,320 户。 

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构成： 

企业主 85% 

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中，企业主的比例占到 85%，比上年增加 5个百

分点。企业资产占其所有资产的 66%，他们拥有 1300 万的可投资资产（现金及

部分有价证券），房产占比他们总财富的 15%。 

炒房者 10% 

炒房者在这部分人中的占比减少 5个百分点到 10%。房产投资占到他们总财

富的八成以上。 

职业股民 5% 

职业股民在这部分人中的占比保持 5%。现金及股票占到其总财富的 70%，房

产投资占他们财富的 20%。 

3000 万美金“国际超高净值家庭”分布 

北京继续成为拥有最多 3000 万美金“国际超高净值家庭”的地区，比上年

减少 800 户，达到 12,700 户，减少 5.9%，其中拥有 3000 万美金可投资资产的

“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9,210 户；上海第二，3000 万美金“国际超高净

值家庭”比上年减少 700 户，达到 11,300 户，减少 5.8%，其中拥有 3000 万美

金可投资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6,880 户；广东第三，3000 万美

金“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比上年减少 700 户，达到 10,800 户，减少 6.1%，其中

拥有 3000 万美金可投资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6,580 户；浙江第

四，3000 万美金“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比上年减少 620 户，达到 9,280 户，减

少 6.3%，其中拥有 3000 万美金可投资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5,660

户；香港第五，3000 万美金“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比上年减少 220 户，达到 8,280

户，减少 2.6%，其中拥有 3000 万美金可投资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

有 5,050 户。 

来源：胡润百富网 

http://www.hurun.net/CN/Article/Details?num=37EBE4E643FC 

《2019 年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 

富达国际与蚂蚁金服旗下的理财平台蚂蚁财富 9月 19 日合发布了《2019 年

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今年的《调查报告》是富

达国际连续第 2年和蚂蚁财富合作，共计覆盖 50050 位受访者，是全球同类调研

报告中规模最大的之一。 

  从调查结果来看，越来越多的受访者已意识到为未来规划和储蓄的重要性。

《调查报告》显示，尽管受访者在“做好养老准备”方面仍存较大阻碍，而且相

对来说女性面临的挑战更大，但是与去年相比仍然出现许多积极的变化和增长的

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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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数据显示，有半数受访者表示已经开始为退休进行储蓄，相较于去年的

46%有所上升，其中，年轻一代的比例从 44%增长到 48%。整体而言，受访者普遍

想更早退休，他们的目标退休年龄从去年的 57.6 岁降至 55.8 岁。 

 
退休储蓄面临的障碍 

“资金不足”再次成为受访者退休储蓄的主要障碍。今年的调查进一步探寻

了中国储蓄人群所面临的财务挑战，旨在厘清他们在退休储蓄和长期投资中的具

体障碍。在不储蓄的人士中，有 69%的人士表示“缺乏资金”是造成无法储蓄的

主要原因；有 47%的人士表示正在找薪水更高的工作。 

调研数据显示，多个存在竞争关系的财务目标正在阻碍中国储蓄人群实施有

助其达成退休目标的措施。尽管寄望子女赡养晚年的人数正在逐渐减少，但绝大

多数（66%）受访者仍将“保障父母舒适的生活”作为一项重要的人生目标。 

此外，其他的重要人生目标还包括“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64%）和“事

业成功”（52%）。而把“保障舒适的退休生活”列为重要人生目标的受访者尚

不到一半（46%）。 

 
女性更以家庭为重 更有意愿提高金融知识 

尽管面临不小的财务挑战，但中国女性表现出更强的意愿提高金融知识。调

研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女性有更高的退休储蓄目标和更强的储蓄意愿，而且接

近三分之一的女性愿意加强学习，表明退休规划咨询服务有着强劲的潜在需求。

但是与国际趋势类似，中国女性不仅面临着更大的退休资金缺口，同时在养老规

划和退休储蓄上也面临更多挑战。 

数据显示，约有 60%的女性尚未开始养老储蓄，而男性的这一比例则为 45%。

《调查报告》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如下：首先，女性优先考虑满足家庭需求。

相较于男性，女性更注重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以及买房。超两成的女性（最大

的单一群体），表示“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是她们最紧迫的目标。受访者中，

只有 42%的女性认为“舒适的退休生活”是她们的主要人生目标，而受访男性的

这一占比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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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女性的个人收入整体较低。虽然女性上大学的人数多于男性，并且中

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的平均个人

收入比男性低约 21%，有 69%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缺乏退休储蓄资金。 

缺乏投资和养老规划方面的知识也是女性退休储蓄面临的主要障碍。超过四

分之一（27%）的受访女性表示尚未制定退休目标，而男性受访者为 18%。此外，

女性对于实现退休目标的信心水平也较低。报告显示，与男性受访者相比（24%），

有更多受访女性（30%）表示，如果她们有更好的关于投资和退休方面的知识和

技能，则更可能开始进行养老储蓄和投资。 

如何达成退休目标将成挑战 

自 2018 年 8 月以来，中国已经推出 50 多个养老目标基金，以协助中国储蓄

人群的养老投资。随着养老产品端的积极进展，接下来如何鼓励人们增加储蓄并

主动通过各种投资工具来达成退休目标将成为一大挑战。 

富达国际亚太区（日本除外）董事总经理拉杰夫·米塔尔（Rajeev Mittal）

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居民的养老意识不断提升，这表明中国政府和金融服

务企业（包括富达国际和蚂蚁财富）在投资者教育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已经初具

成效。同时，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今年的调查规模与去年相比翻了一番，共有超过

50,000 名受访者参与，确保该报告对于中国养老准备和人口趋势方面的全景展

示和独特洞见，这将吸引众多国内外受众的兴趣。” 

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李少杰表示，2019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基

本的养老意识，中国居民还需要得到更具体和富有个性化的养老指导与支持，以

帮助其平衡财务目标优先级以及制定个人养老储蓄目标。为了解决以上需求并帮

助中国储蓄人群建立对养老规划的信心，富达国际致力于把更多富达国际的全球

最佳实践介绍到中国，包括丰富的投资者教育素材以及养老规划工具，用户可以

在富达国际的数字平台上查看这些资料。 

蚂蚁金服财富事业群常务副总裁祖国明表示，从今年的养老前景调查报告中

看到了一些积极信号，尽管平均储蓄额不高，但更多的受访者开始储蓄，这跟我

们在蚂蚁财富平台观察到的趋势基本一致。养老理财是一个过程，需要经历意识

唤醒、知识累积、长期实践、习惯养成几个阶段。提供简单易行的养老规划工具

是促进养老理财行之有效的方式，期待与富达国际在这一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探

索。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cj/hyfx/201909/t20190919_168188.html 

《2020 财富管理白皮书》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与升级逐渐开始影响两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其

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增长和科技创新两大核心动能的放缓。原

有的发展框架已经难以为继，未来的国际竞争将更加聚焦前沿科技。人民币的国

际化、大国金融的复杂竞争都将深刻影响我们的个人财富。 

具体而言，我国个人财富管理的主流投资品种日益复杂和多元化，随着“刚

性兑付”被打破，收益与风险匹配度变得越来越高，这一方面对个人投资者提出

了更高的专业要求，另一方面也为财富管理行业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专业能力正

逐步取代过去的项目获取能力，投研能力突出的财富管理机构将更被重视，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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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队伍也将逐渐出现分化，对产品的认知和专业能力成为优秀理财师的基本前

提。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将对我们的财富管理有重大影响： 

1.打破刚兑下的银行理财产品如何变化？ 

2.房地产是否依然是最优投资选择？ 

3.证券投资市场的发展方向？ 

4.全球“量化宽松”背景下的资产配置考量？ 

5.对大多数人而言，何种基金更适合？ 

6.保险对财富管理的配置意义？ 

在本书中，我们将结合目前财富管理当前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解

读，并针对每一类细分的主流投资品种提出我们的独立观点，与此同时，我们并

不认为仅仅通过解读宏观经济就足以做好财富管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宏观经

济大多时候是难以预测的，所以更多的是需要针对财富管理的具体工具进行深入

了解，只有选择同比最优的投资工具，构建科学的资产配置，才能有效地分散风

险。 

来源：2020 财富管理白皮书 

http://ecoappimg.qianzhan.com/files/201911/22/20191122-dbcc8ef7c88ac768.pd

f 

★学术资源推荐 

图书推荐 

《迎接财富管理时代 新华信托年度研究报告 2012》 

作者:翁先定主编 

出版发行:上海远东出版社 

ISBN:978-7-5476-0582-0 

中图法分类号:F83 

简介：新华信托根据“新两规”的精神指引重组了公

司研究体系，确立并贯彻“全员研究、全程研究、投研一

体”的发展策略。本书就是这一策略调整的初步成果。通

过将信托业务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信托业宏观环境、

信托公司核心能力建设、房地产信托、私募股权投资信托、

信托与证券市场、信托营销与财富管理等多个方面，对当前信托业、信托业务及

信托公司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解读。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30298332&d=4A474E5

342BBE871984AC77037DB495A&fenlei=06110303&sw=%E3%80%8A%E4%B8

%AD%E5%9B%BD%E5%BC%8F%E8%B4%A2%E5%AF%8C%E7%AE%A1%E

7%90%86+%E4%B8%8D%E5%8F%AF%E4%B8%8D%E7%9F%A5%E7%9A%8

4%E6%9C%AA%E6%9D%A5%E8%B4%A2%E5%AF%8C%E7%AE%A1%E7%

90%86%E7%9F%A5%E8%AF%86%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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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财富管理 不可不知的未来财富管理知识》 

作者：金李，袁慰著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社 

ISBN ：7-5086-8147-4 

中图法分类号：F832 

简介：本书呈现了财富管理的全貌,结合财富和财富

管理的历史演进与中外实践,对我国财富管理业态以及

政策变迁做了全景式解读。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302

98332&d=4A474E5342BBE871984AC77037DB495A&fen

lei=06110303&sw=%E3%80%8A%E4%B8%AD%E5%9B%BD%E5%BC%8F%E8

%B4%A2%E5%AF%8C%E7%AE%A1%E7%90%86+%E4%B8%8D%E5%8F%AF

%E4%B8%8D%E7%9F%A5%E7%9A%84%E6%9C%AA%E6%9D%A5%E8%B4

%A2%E5%AF%8C%E7%AE%A1%E7%90%86%E7%9F%A5%E8%AF%86%E3%

80%8B 

 

《基金业务 财富管理利器》 

作者：罗伯特·博森，特雷莎·哈马彻著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  

ISBN 号：978-7-5086-8012-5 

简要：本书力求为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人等业内专

业人士更详尽地阐述共同基金及其投资管理业务。罗伯特

博森先生和特雷莎哈马彻女士两位大师广泛而独到的见

解，可以帮助投资者研究基金并评估具体的财务或退休计

划。本书及其配套网站旨在使读者能够深入浅出地了解基

金内部具体的运作，包括基金如何进行投资、如何向公众

分销以及如何被监管。本书详尽阐述了的基金经理如何挑选股票和债券，如何进

行交易决策，如何掌控代理投票以及如何评估风险和回报。与此同时，本书还阐

述了共同基金如何通过经纪人、银行、保险代理和退休计划等进行销售，分析了

基金的运营和监管需求机制，讨论了基金业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

尤其探讨了有关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情况。本书是广大投资者朋友的重要读

物，可以帮助致力于从事基金业的投资人以及相关金融专业人士，更深入地理解

这个复杂的行业并更好地服务客户。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6828371&d=A1ADAE

1566959111727D27062E00020D&fenlei=061103011001&sw=%E8%B4%A2%E5%

AF%8C%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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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富管理》 

作者：哈罗德·埃文斯基，斯蒂芬 M.霍伦，托马斯 R.

罗宾逊著 

出版发行：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8 

ISBN 号：978-7-111-47542-2 

中图法分类号：F830.59 

简要：本书从实践和最新研究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财

富投资流程的路线图，总结了从业者的经验教训、基本观

点以及相关建议。本书既不是一本纯理论性教科书，也不

是一本从业者的综合指南，而是一本针对理财师所关注问

题的文集，意在帮助读者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理财师。 

电子版链接来源：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188267&d=0E13C0D

6FE70FBAF27192F3677682FFF&fenlei=0611030106&sw=%E8%B4%A2%E5%AF

%8C%E7%AE%A1%E7%90%86 

 

论文推荐 

大类资产配置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框架/周仕盈；杨朝军；丁专鑫/上海交通大

学安泰经管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证券金融研究所；美国 Wells Fargo Asset 

Management 公司 

摘要：纵观中外历史,没有任何一项资产能在长期持续跑赢另一项资产。随

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房地产过去几乎单边上涨的行情将难重现。而随着刚兑

打破,理财产品的高收益也将风光不再。因此,在不同资产之间分散风险,也即大

类资产配置决策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文章基于这一时代背景,对资产配置的必要

性和必然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资产配置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系统梳理。  

关键词：大类资产配置；时代背景；理论框架 

来源：现代管理科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L

AST2019&filename=XDGL201909039&uid=WEEvREcwSlJHSldRa1FhcEE0QVN

2K0srV0hOcDRhM1dvblpzN1kzMW05Y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

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U2NThNMUZyQ1VSTE9lWmV

kdUZ5amxXNzdPUFNuTVlyRzRIOWpNcG85R2JZUjhlWDFMdXhZUzdEaDFU

M3FUclc 

 

家族财富管理与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再回“治理”,家、业之本/孔庆龙

/中国民生银行私人银行事业部 

摘要：本文以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特征及其演进为分析起点，讨论如何从要素、

组织和契约来构建家族企业所特有的三层治理架构，并且着重分析了几种关键性

的治理工具，以期为完善家族企业治理体系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文章认为，民

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根本上靠的仍是科学治理。家族财富管理与民营企业可持续发

展是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的,三极互动、并最终形成三极传承。立足当下，如何

建立保障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和传承的一套机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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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族管理；外部管理；企业可持续发展；家族控股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LA

ST2019&filename=JRQH201906028&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XaEhoR

GE5cVF1NDR1UGxRR2lXdXQ2WXdwb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

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g5Mzk4ZVgxTHV4WVM3RGgxV

DNxVHJX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Shareholders' Wealth 

Kieschnick, R (Kieschnick, Robert) ; Laplante, M (Laplante, Mark); Moussawi, 

R (Moussawi, Rabih) 

Abstract:We provide the first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shareholders' wealth. Examining US 

corporations from 1990 through 2006, we find evidence that: the incremental dollar 

invested in net operating working capital is worth less than the incremental dollar held 

in cash for the average firm; the valuation of the incremental dollar invested in net 

operating working capital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a firm's future sales 

expectations, its debt load, it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its bankruptcy risk; and the 

value of the incremental dollar extended in credit to one's customers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shareholders' wealth than the incremental dollar invested in inventories for 

the average firm. 

Keywords：Trade Credit;  Cash Flow; Policy; Constraints;Investment; Costs 

来源：REVIEW OF FINANC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

GeneralSearch&qid=5&SID=6Eo4H5g5aigzFkVaBHZ&page=1&doc=2 

 

Family management and profitability in private family-owned firms: 

Introducing generational stage and the socioemotional wealth  perspective 

Sciasci, S (Sciasci, Salvatore) ; Mazzola, P (Mazzola, Pietro); Kellermanns, 

FW (Kellermanns, Franz W.) 

Abstract:Prior research has not fully explained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management and profitability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in private family firms. 

This issue is critical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and holds high 

practical relevance, given that the appointment or exclusion of family managers is a 

decision virtually any family firm is faced with. To explain inconsistencies in the 

literature, we build on the socioemotional wealth perspective to argue that family 

managemen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rofitability at later generational stages, when a 

decreased need for socioemotional wealth preservation induces family managers to 

focus more on increasing financial wealth. We tested and confirmed our hypothesis 

via OLS regression on a data set of 233 Italian family-owned firms utilizing lagged 

data on profitability. (C) 2014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Keywords：Family management; Socioemotional wealth; Generational stage；

Profitability  

来源：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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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

GeneralSearch&qid=8&SID=6Eo4H5g5aigzFkVaBHZ&page=1&doc=1 

★公益慈善案例 

东西方慈善领袖联合倡议成立“全球海洋保护行动联盟” 

近日，主题为“联合行动永续蔚蓝”的第四届东西方慈善论坛领袖峰会召开，

该峰会由国际公益学院与东西方慈善论坛联合举办，会上，东西方慈善领袖联合

倡议成立“全球海洋保护行动联盟”，该联盟拟在夏威夷设立永久海洋保护论坛

及秘书处，每年举行年会交流推进合作事业。由轮值主席和委员共同协调行动。

委员单位以单边双边多边的方式合作行动。 

东西方慈善论坛秘书长、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说，希望“以最大的热情、

共享的精神、合作的态度，灵活的机制，连接东西方世界慈善领袖，共同实施拯

救海洋的伟大行动。 

巧女基金会创始人何巧女在峰会上指出，“大自然瞬息万变，不会留给我们

太多时间去学习、去准备。我们要一边学习，一边行动。我们希望通过全球项目

的海选，找到最好的机构、最好的项目，去减缓环保危机。”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大型海

洋生态系统状况堪忧。目前全球 66 个大型海洋生态系统中，50%的渔业资源被过

度捕捞，有 64 个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受到海水变暖影响等。此外，超过 50%的全

球珊瑚礁受到威胁，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90%。 

事实上，目前全球范围内，海洋保护行动的进展状况令人担忧，“目前大约

只有 30%的海洋是处于保护的，很多人会觉得，海洋太大，所以不会有什么影响，

后来又说，海洋有太大，所以也治理不来。”美国知名环保人士，重塑地球基金

会联合创始人 PJ·马歇尔认为，海洋保护刻不容缓。 

在东西方慈善论坛领袖峰会上，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北京巧女公益基金

会共同启动了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保护的“巧”联合行动计划。据悉，在未来五

年（2018 至 2023 年）内，“巧”计划将首期共提供 8500 万元的赠款，支持发

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保护的行动与合作。 

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联合国南南办主任霍尔赫·切蒂克在发布会上

说：“‘巧’计划”将会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桥梁，增进气候合作伙伴关系，支持

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自然保护。“他还指出：“‘巧’计划秉持着联合

国对于气候行动与合作的关注，并将助力实施秘书长的《气候变化推动战略

（2017~2021 年）》。” 

据了解，这一重大项目初创自 2016 年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并得益于何

巧女宣布的 1亿元人民币种子基金的支持。按照项目有关安排，“巧”计划将于

今年中期启动全球项目征集，并将在年底于波兰卡托维茨召开的第 24 届气候大

会上宣布首期成功入选并获得资助的项目。 

单一的环保项目并不能拯救世界，气候变化、海洋保护等重大全球议题，需

要包括各国政府、私人企业与慈善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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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东西方慈善论坛领袖峰会通过东西方可持续发展联合基金（UF）的运作

方式，希望引导和支持更多绿色投资，促成世界慈善家在全球气候变化与自然保

护领域合作展开全球联合行动。 

来源：光明网 

http://topics.gmw.cn/2018-01/30/content_27517183.htm 

慈善文化进唐村 助力乡村中国梦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10 月 9 日，陕西省慈善协会、天朗控股集团、省慈

善书画研究会在“长安唐村·中国农业公园”，举行“美丽乡村中国梦，慈善文

化进唐村”主题活动，授予唐村“慈善文化示范基地”称号。书画艺术家们为建

设美丽乡村挥毫泼墨，展放慈善胸怀。唐村慈善文化示范基地的设立，将引领陕

西农村慈善文化建设的开展。省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李荣杰发表讲话，副会长赵

浩义主持会议。 

活动中，天朗控股集团文商旅公司策划副总监宋文漪介绍“长安唐村·中国

农业公园”项目建设情况；省慈善协会终身名誉会长徐山林、会长刘维隆，天朗

控股集团董事长孙茵共同为长安唐村·中国农业公园“慈善文化基地”揭牌；现

场 42 名书画家为慈善文化进唐村捐赠作品，其中雷珍民会长将唐代诗人李白《下

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书写成横向长轴，捐赠给唐村书画艺术展馆。之后参

加活动的嘉宾、代表参观了唐村书画展。 

“长安唐村·中国农业公园”乡村文化项目是西安市长安区重点打造的。在

这里拥有在唐诗中被多次描述的终南山秀美景色。长安区委区政府通过引入社会

资本，吸引名企下乡，在完成南堡寨古村落修复保护的同时，将乡村旅游综合体、

农业双创园、田园综合体等多种功能在片区内进行整合。 

此“长安唐村·中国农业公园”项目，由农业农村部下属的中国村社发展促

进会、长安区委、区政府与天朗控股集团共同打造，计划投资 100 亿元，是西北

首家获批中国农业公园的共建单位，也是陕西省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 

据了解，目前项目已完成一期进度，建成后将致力于乡村连片区域综合治理

与产业发展，聚焦“五个美丽”，按照“区域共建、利益共享、发展共赢”的理

念，通过 5年努力，引入 100 家产业企业，扶持 100 家合作社，孵化 100 个乡村

创客，培养 100 个职业农民，实现区域整体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群众收入、基

层治理的大幅度提升，打造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西安样板”。 

据悉，打造此项目的天朗控股集团是中国房地产企业百强。集团董事长孙茵

将公益事业作为企业的重要责任之一，她带领天朗控股集团逐步形成了以文化为

主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社会老龄化问题、扶贫助

学、环境保护为主要方向的天朗公益发展脉络，已累计投入慈善公益善款超过 1

亿多元。天朗控股集团投巨资打造的“长安唐村·中国农业公园”，又将慈善公

益元素融入其中，这是陕西慈善又一值得推广的慈善进乡村示范项目。 

活动中，省慈善书画研究会会长雷珍民在致辞中用一首诗来与大家分享：“七

十华诞创辉煌，国庆盛典谱新章；陕西慈善铸新鼎，书画惠民绽群芳。让我们共

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让我们共同祝愿：陕西的慈善，蒸蒸日上。让我

们共同祝贺：今天的大会，圆满吉祥！” 

李荣杰指出，省慈善协会在唐村设立“慈善文化基地”，这标志着陕西慈善

事业紧切时代脉搏，与农村改革共舞。基地将围绕实施振兴乡村战略，建设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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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主题，探索慈善组织传播慈善文化，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方式。艺术家们

将视角投向了美丽乡村建设，展放慈善胸襟。这些作品再现了大唐盛世终南山下

钟灵毓秀、诗酒花茶的生活画卷。 

李荣杰强调，基地的设立也为书画家们提供了美丽、舒适的写生空间和艺术

交流平台。从今年开始，将把每年一次的慈善书画捐赠和大赛或展览提升为“书

画慈善”主题活动。通过书画艺术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示

书画艺术家的大爱情怀；为书画界提供一个互相学习、借鉴的交流平台。 

李荣杰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围绕新时代振兴乡村战略、建设美丽乡村这一主

题，探索在农村传播慈善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与方式。二是以

慈善养老创建慈善乡村。以“五个一”创建慈善社村模式，即在社区或者乡村创

办一所老年大学文化养老；成立一支志愿服务队开展义工服务；募集设立一支慈

善互助金扶贫济困；建立一个慈善公约助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开办一个慈善网

站交流慈善信息。三是打造书画慈善平台，为慈善书画家们提供写生、艺术创作

的条件，开展慈善书画笔会、讲座、展览、大赛，打造艺术交流、切磋、借鉴的

平台，培育新人，发扬光大陕西书画艺术。 

省慈善协会名誉会长陈再生、陆栋，顾问吴前进；省文学基金会理事长雷涛；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建贡；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宋亚平；天朗控股集团副总经理

周刚；陕西禧福祥品牌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骆小建；凤栖山人文纪念园董事长

李兴民；陕西观止文化艺术博物馆董事长余亚云；陕西金石羊实业董事长张向阳，

著名书画家李杰民、马文彦、王家民、王肖峰、石林、卢山、李艳秋、李彬、姜

彦卓、罗平、姚丽娜、赵年、雷婉萍、魏良、刘明前及日本友人金成昭二等出席

活动；省慈善协会各位副会长、各部门负责人，慈善专员、西北大学慈善研究院、

《善天下》杂志社、媒体记者等 150 人参加活动。 

来源：慈善公益报 

http://www.csgyb.com.cn/culture/wenhua/20191011/24590.html 

水滴筹模式引央媒关注 公益与商业真要泾渭分明？ 

这几日，人民日报、光明网、检察日报、钱江晚报等中央和地方权威媒体对

水滴筹线下筹款失范现象发声，希望平台要正视乱象问题，守护好公众信任和爱

心，让真正困难群众得到帮助，做好公益与商业的平衡。 

其实，每当类似的事件出来，都会引发公众讨论。11 月 27 日，蚂蚁金服旗

下“相互宝”成员破亿，也引发媒体质疑该模式是公益还是商业。更早的是，轻

松筹也因收取 2%的平台服务费，而引发公众广泛质疑，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

轻松筹对个人大病求助实行 0手续费。 

公益与商业一定要泾渭分明？ 

围绕此次事件，有一种声音指责“筹款平台利用公益赚钱”，认为筹款平台

不该以筹款业务获客，转化后为保险业务牟利。这种声音就认为，公益与商业是

泾渭分明的，公益的归公益，商业的归商业，二者是割裂对立的。这确实是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不少媒体的观点和网友的声音。 

不过，对于真正从事公益行业的专业人士来说，公益与商业并不是那么泾渭

分明，甚至两者会相向而行，合二为一。 

在知名主持人白岩松看来，公益与商业是融合的，未来经济都是“善”的，

“善”“公益”将成为未来的商业模式，商业与公益不仅不会背道而驰，反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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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向而行”“合二为一”。他还认为，当下公益研究要跳出壁垒，不仅要研究

公益，也要研究商业。他提出四点思考，提醒人们要转变观念：第一，但凡好企

业都是公益的；第二，新商业模式正在呈现越来越强的公益属性；第三，现在大

规模的公益活动，都具有极强的商业模式，未来大健康产业、文化产业将诞生大

的商业组织；第四，未来所有的公益都要呈现越来越强的商业性。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谈道，在一个商业社会，无论干什么，要完全

脱离商业是不可能的，关键要看目的是什么。公益和商业的关系是目的和手段的

关系，可以用商业的手段去实现公益的目的。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在其《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一书中表示，公益

与商业的边界渐趋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会殊途而归。当两者交集于社

会企业时，公益和商业已经浑然一体，成为一边赚钱一边为社会谋福利的新模式。 

没有商业支持，公益岂能长远？ 

回到水滴筹医院“扫楼”事件中来，很多人认为，水滴公司首先是一个创业

公司，需要盈利，公益行为也需要商业力量的支撑，必须需求其他盈利途径，才

能保证水滴筹健康持续的运营下去。作为一家商业公司，由筹款业务向保险业务

的转化这种发展模式无可厚非，何况这也是保险保障教育场景下的合规动作。 

水滴筹创始人沈鹏谈及公益与商业关系也表示，“我们要可持续地做公益，

如果只有公益就不可持续；只有商业，公司发展就会偏离初衷，同样地不可持续。” 

光明网评论员也认同，公益事业的确会产生巨大的成本，互联网众筹行业至

今也没有比较良好的盈利路径，而且作为一家公司，水滴筹还面临着同行的竞争。

在此前提下，扩大市场份额，用规模效应来缓解经营压力，不是什么不正义的事

情。如果它能够覆盖更多的困难群体，本身也是一件益事。 

钱江晚报撰文《扫楼募捐，水滴筹如何守住公益本位》认为，商业手段是激

发慈善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先进，也为传统公益慈善转型

提供了广阔前景，应当允许和鼓励互联网公司、商业组织积极摸索和尝试新的公

益慈善模式。只是在商业手段和公益慈善之间，应当建立一道防火墙，不能让商

业化直接介入公益活动，确保公益慈善不走形、不变味。 

红网在《水滴筹模式再遭质疑：公益与商业如何“携手言欢”》评论中称，

在现实生活中，公益模式似乎一旦与商业盈利挂钩，难免会引发争议。我们也应

该反思，是否对于公益的思维观念过于狭隘，认为公益就只能是无私奉献不求回

报，公益与商业能否携起手来，更好地为处于困难中的人提供帮助。对于合理盈

利的公益企业，我们也应转变观念，不必过分苛责，以更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思

考去审视公益与商业的合作，社会各方聚合力，营建良好的公益生态环境。 

来源：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9-12-03/doc-iihnzahi498

239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