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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丽艳 /文
综合理财规划、医院贵宾服务、

不定期的红酒和艺术品鉴赏聚会，私
人银行的客户对这些活动一定不会
陌生。然而，客户对于私人银行的要
求已不再局限于境内，高端客户的需
求开始逐渐“走出去”。

嗅觉灵敏的中资私人银行，正把
竞争主战场从境内搬到海外。
“招商银行计划最快于今年上半

年在香港永隆银行下设私人银行管
理中心。”招商银行零售银行总经理
刘建军4月20日告诉本报记者。

此外，4月底中信银行香港私人
银行中心将正式成立；农业银行私人
银行对外宣布，该行已联手蒙特利尔
银行正式推出私人银行服务，为客户
提供跨境金融咨询与服务等多领域
的服务。

招行及贝恩公司4月20日发布的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较之外
资私人银行，中资私人银行在境外资
产配置方面的能力较弱，现阶段对超
高净值客户进行定制化服务的能力
有限。”

客户主体锁定企业高管

“目前接触到的客户，企业家和
职业经理人就占了一多半。这个群体
非常注重隐私，特别是涉及到了财富
方面，只有在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之后，才有机会谈后来的合作。”黄经
理告诉记者。

已经有八九家大型国有商业银
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杀入这一
市场。
各家商业银行对私人银行的竞

争背后，正是中国私人财富的高速增
长。来自《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发布的
数据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
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规
模正在逐年扩大。2010 年，中国的高
净值人群数量达50 万人；与2009年相
比，增加了9 万人，年增长率为22%。
“虽然现在富人很多，但是找到

客户资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部客
户经理黄经理告诉记者。起先在零售
银行部工作了五六年，黄经理明显感
觉到这两个部门的巨大差别。“在私
人银行跟一个客户，可能谈了一年，
业务没有合作成功的案例很多。”
“目前接触到的客户，企业家和

职业经理人就占了一多半。这个群体
非常注重隐私，特别是涉及到了财富
方面，只有在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之后，才有机会谈后来的合作。”黄经
理告诉记者，他想要尽可能多地接触
客户，自己就必须在这一群体中，为
此，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高端活动中，
他都会参与其中。
“各家银行都在推私人银行产

品，也都可以定制个性化的服务。银
行之间的客户竞争，并不在于产品本
身，而在于对客户的了解程度以及彼
此的信任程度，这是未来是否合作成
功的前提。”黄经理告诉记者。
面临新的不断升级的竞争，中资

私人银行近年来大力投入资金和资
源进行品牌建设，几年的市场竞争，
中国私人银行业的从业者们已初步
摸索到行业的特点，并逐步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业务模式，有部分银行
已经开始盈利。
截至2010年底，工商银行私人银

行盈利已近亿元。
“去年招行私人银行已经实现了

600万元盈利，私人银行的前景可
期。”招商银行副行长丁伟告诉记者，
本来预期5年内实现盈利，缩短了两
年时间。在过去的3年，招商银行私人
银行客户数量和管理客户总资产均
保持了年均35%的增长速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私人银行
和零售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两
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一位为多家私人银行做产品开
发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私人银行目前
所宣称的盈利未必全是由该部门创
造。零售银行和私人银行部分成本和
业务并没有明确的划分，私人银行中
一些传统业务或者是网点服务等成
本，并没有明确划分到私人银行或者
是零售银行，另外私人银行业务与零
售银行业务之间有交集，在成本和业
务还未理清之前，盈利也无法厘清。

海外业务难盈利

一位业内专家对于私人银行的
海外业务持保守态度。他告诉本报记
者，在海外开设业务，主要的客户群
体还是来自内地，海外业务很难单独
创造盈利。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行、工行、农

行的私人银行门槛均为800万元，建
行、招行和民生银行为1000万元，交
通银行门槛相对最高，为200万美元。

给“富人理财”，对客户设定了较
高的门槛，同时也对银行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
产品中心副主任王增武博士认为：
“和国外的私人银行相比，目前涉及
到的私人金融业务整体还比较初级，
业务概念狭窄、业务处理方式和营销
手段落后、金融品种匮乏、无法满足
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以及理财人员素
质参差不齐等问题比较突出。”

中国私人银行除了和外资银行
竞争，同时参与竞争者的还有基金、
券商的定向资产管理，更有私募、信
托、PE等大量“非典型性”理财渠道。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外资
私人银行最能吸引以境外资产配置
为主，以资产全球配置为主要理财目
标的高净值人士。对于此类客户，外
资私人银行提供的差异化服务主要
是，依赖自身在不同国家的分支机构
对客户资产进行全球配置和打理以
及提供跨境资金流动及相关税收、法
律方面的增值服务。

该报告还发现，随着中国高净值
人士投资多元化的需求增加，其境外
资产规模在逐步扩大，境外资产在高
净值人士的全部资产占比由两年前
的不到10%上升至20%左右。高净值
人士拥有的境外收入、境外股权减
持、抵押或变现后一部分资金滞留在
境外。另外，由于近年来投资移民的
需求增加也使得境外资产管理日益
重要。

中资银行也注意到了这一市场
变化。
“招行私人银行成立之初的定位

是在岸人民币服务，随着这几年市场
的变化以及高端客户投资需求的变
化，我们也在打造离岸金融服务平
台。”刘建军告诉记者。

根据招商银行的时间表，招行董
事会已经明确永隆银行将作为招行
离岸财富管理平台的战略定位，计划
最快于今年上半年在香港永隆银行
下设私人银行管理中心。

私人银行海外布局的不止招商
银行，香港金管局已经批准中信银行
通过中信银行国际在香港成立私人
银行中心，4月底中信银行香港私人
银行中心将正式成立。

4月20日，广东各地多位喜好收
藏的农业银行客户带着各自的心爱
之物，赶到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请
文物专家鉴定真伪。

这场客户收藏品鉴赏活动，正式
启动了农业银行与蒙特利尔银行私
人银行跨境金融服务合作。农业银行
私人银行联手蒙特利尔银行，为客户
提供涵盖个人财务管理服务、资产管
理服务、私人金融顾问咨询服务、私
人增值服务、个人跨境金融咨询与服
务等多领域的服务。

一位业内专家对于私人银行的
海外业务持保守态度。他告诉本报记
者，在海外开设业务，主要的客户群
体还是来自内地，海外业务很难单独
创造盈利。

人才瓶颈是最大短板

“要能够争取企业家、职业经理
人这一主要客户群体，客户经理不仅
要有专业的金融理财业务素养，而且
综合素质也会受到考验，包括全面的
知识结构等多方面。”黄经理告诉本
报记者。

“和私人银行相比，我更倾向于
自己投资。”一位创业成功的企业家
告诉记者，他现在已经是私人银行的
客户，每隔两三天，会接到客户经理
的短信或者是电话，询问是否参加近
期组织的酒会或者是有关法律税务
等的问题咨询。
“相对于这些免费的服务而言，

我更愿意银行能够提供国际市场的
稳健型投资机会。”这位企业家在创
业成功之后，在股市、基金摸爬滚打
几年，对于高风险的投资有更强的偏
好。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外资

私人银行的定位和主要优势是依托
全球网点的覆盖和行业的声望，对高
端客户提供全球范围的资产配置服
务。由于外资银行在境外市场拥有强
大的品牌实力、较长的运作历史和对
当地市场投资的专业性，因此高净值
客户进行境外资产配置时通常首选
外资私人银行，而非中资商业银行的
境外分支机构。其次，外资私人银行
为超高净值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能
力较强。

黄经理告诉记者：“国外私人银
行更注重管理财富，提供真正全方位
个性化的服务，这包括对客户及家人
的教育、移民等服务。而目前国内私
人银行目前主要还是靠产品推动吸
引客户。”

另一方面，私人银行在国际市场
上已经相对成熟，中资银行出现人才
短板，是另一个掣肘该业务发展的因
素。
“人才短缺并不是哪一个银行面

临的问题，而是目前中资银行发展私
人银行业务面临的行业性问题。”招
商银行私人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王
菁告诉本报记者，招商银行率先采用
了“1+N”的模式，以一个从业人员为
中心，辅以后台“N”个专业团队，力求
提供足够人才来解决服务问题。
“要能够争取企业家、职业经理

人这一主要客户群体，客户经理不仅
要有专业的金融理财业务素养，而且
综合素质也会受到考验，包括全面的
知识结构等多方面。”黄经理告诉本
报记者。

在国外，私人银行从业人员除了
基本的理财知识外，还需要拿到律师
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等相关的职业证
书。而在我国从业门槛还相对较低，
国内实行的是金融理财师 (AFP)和国
际金融理财师(CFP)两级认证制度。

而现在私人银行也逐渐走向了
海外，这对于从业人员有更高的要
求。胜利证券有限公司市场研究部主
管王冲表示，从业人员不仅要对海外
的操作规范有更深入的了解，还要了
解当地的法律监管。

零售银行和私
人银行部分成本和
业务并没有明确的
划分，私人银行中
一些传统业务或者
是网点服务等成
本，并没有明确划
分到私人银行或者
是零售银行，另外
私人银行业务与零
售银行业务之间有
交集，在成本和业
务还未理清之前，
盈利也无法厘清。

境内市场竞争白热化，盈利能力仍然脆弱

中资私人银行火拼海外市场

来源：招商银行-贝恩公司高净值人群调研分析

天津速度：
企业的力量
（上接第一版）

“渣打银行天津营科中心、腾讯北方研发数据中心等一
批项目今年底都将投入运营。”天津开发区服务外包行业发
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今年开发区的服务外包产业将
以大项目、龙头项目为切入点，力争打造成为国内承接离
岸外包的首选聚集区域。”
“国家超算天津中心世界第一的计算能力，将极大加强

滨海新区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天津滨海服务外包产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阎伟表示，“依托云计算能力，滨海新区
可以在生物医药、图形图像、公共电子政务等领域有所突
破。”

能够以世界最快速度运算，对于世界 500 强企业也有
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4月中旬，全球第二大化学公司陶氏化学、全球领先的
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提供商塔塔公司合作成立的
陶氏化学天津业务服务中心在天津高新区软件园开业。新
成立的中心是陶氏化学在天津投资的第一家外包服务企业，
将借助于塔塔公司设在高新区软件园的业务中心，为陶氏
客户提供专业、快捷、高效的客户、采购等全方位解决方
案。

对于惠普、中石油等新入驻云计算产业基地的企业，
天津市委副书记、滨海新区区委书记何立峰寄予厚望：
“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入驻，将有利于尽快形成产业聚
集效应，推动云计算这一先进技术在更多领域的广泛应
用，促进科技成果和市场形成有效对接，进一步提升产业
发展的科技化、现代化水平。”

重点突破：
大项目锁定大收获

3月 24日，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在
赶赴清华大学“袁宝华企业管理最佳实践讲坛”之前，参
加了天津港 30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的开工仪式。

对于天津港乃至对于天津市而言，该项目的战略意义
非同寻常。

这个总投资达 14.32 亿元的工程，是天津市今年 20项
重大市政和交通项目之一。于汝民告诉本报记者，作为进
一步提升天津港港口等级的标志性工程，建成后将为天津
港吞吐量的不断攀升提供保障。

于汝民介绍，作为目前世界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大港
之一，“十一五”期间天津港已建成 25 万吨级航道和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等重要设施。此次开工的 30万吨级航道一
期工程，全长 33.3公里，疏浚工程总量达到 27000 万立方
米。

目前，天津正在加快建设国际港口城市，滨海新区正
在加快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这些都需
要世界级的港口基础设施支撑。而深水航道是建设世界级
大港的一个重要条件。

像天津港 30万吨级航道这样的大项目并不鲜见。天津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4月 18日透露，今年一季度天津市工
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526.6亿元,增长 30.6%。

据了解，今年天津市共安排 3000万元以上工业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 1063 项，总投资 8027 亿元，截至目前，已有
700余项开工建设，91个项目竣工。建成投产的 70项重大
项目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带动作用，一季度新
项目新增产值 632.6 亿元，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
61%。

从国际港口到航空航天，从石油化工到装备制造，从
生物医药到新能源，天津通过重大项目在各大重点领域均
有布局。

王治平说：“天津的航空航天产业从无到有，随着大
飞机、直升飞机、无人飞机、大火箭、航天器等重大项目
及相关配套项目加快建设，天津正在建设国内惟一的集航
空和航天产业于一个城市、全国最大的航空航天产业基
地。”
“随着大炼油、大乙烯、国化园等一批龙头项目建成投

产，中沙等一批龙头项目和乙烯对接项目的加快建设，天
津将形成从石油勘探开发到炼油、乙烯、化工完整的产业
链条，成为国家级石油化工和海洋化工基地。”王治平说。

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全面调整

2010年新组建的渤海钢铁集团先后与天津港、中冶集
团、国电集团联手，进军港口机械装备制造业、重型装备
结构制造业及风电行业。
“我们的经营触角向这些行业延伸，目的就是通过与战

略性新兴产业、市重大工业项目以及市场控制力强的行业
等这些最终市场用户的直接对接，实现钢铁产品向精深加
工转型，从而带动整个产业升级。”渤钢集团董事长吕春风
说。

今年一季度，渤海钢铁集团产铁 449.9万吨,产钢 479.4
万吨,钢材 515.2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 492.2亿元,同比增长
34.5%,万元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8%,再创历史最好水平。

延伸产业链,做好产品精深加工，是渤海钢铁集团进行
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渤钢集团开建港机制造、装备结
构和风力发电等精深加工项目。目前该集团还正与中船重
工、北车集团、渤海石油装备、大型铸锻企业、美国卡特
彼勒、韩国 SK集团商谈合作。

渤海钢铁集团正在筹建的特种环锻项目，是国内首家、
亚洲最优、世界领先，产品广泛应用于风电、核电、航天
等领域，技术水平至少领先行业 5 年，同时，大芯棒、钢
帘线、特种圆棒、焊丝等高科技含量项目也正在加紧推进。

重组之后产能跻身国内钢铁企业 10 强的渤海钢铁集
团，是天津全面调整产业结构的先锋。

王治平说，在结构调整方面，天津围绕构筑高端化、
高质化、高新化的产业结构，调高调优第一产业，做大做
强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累积实施了工业、农业、
服务业和自主创新大项目、好项目 1120 项，总投资达到
2.1万亿元，培育发展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国航科技和轻工纺织
八大优势支柱产业，占全市工业比重超过 90%。

在节能减排方面，天津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
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实施重点节能工程，狠抓
工业、建筑、交通、商业等重点领域的节能工作，研发应
用海水淡化、污水处理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循环技
术成果，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了 94%。
“‘十一五’期间，天津市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21%，

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王治平说。

为了满足以
企业高管为
主体的客户
越来越多的
海外业务需
求，中资私
人银行开始
加强境外资
产配置能力
和定制服务
能力。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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