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私人银行争富中国-金融界网站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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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作为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的富裕人群迅速崛起，他们对财富的保值、增值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正是看到了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近两年来，先后有多家中
外资银行吹响了私人银行的“号角”，向该领域进军。无论私人银行门槛如何设定，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上海和北京，中外资私人银行业务出现了一番“轧闹猛”的景象。
私人银行：比拼于金字塔尖
2007年3月，中行与其战略合作者苏格兰皇家银行合作，首开私人银行之先河。随后，招行
银行、中信银行全新打造的私人银行相继开业。进入2008年以来，这场商业银行为争夺高端
客户布下的战局更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工行、交行相继推出私人银行服务，其他中型股份
制银行如民生银行、光大银行等，也纷纷宣布加入这一阵营；而与此同时，拥有成熟经验和
运作模式的外资银行，在该市场的布局更是明显提速，目前已有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
银行、东亚银行等多家银行，在国内推出了私人银行业务。 [全文][评论]
中外资私人银行业务互相较劲
无论私人银行门槛如何设定，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上海和北京，中外资私人银行业务出现
了一番“轧闹猛”的景象。对于外资银行咄咄逼人的高门槛，中资银行并不甘示弱，交通银行
就将其私人银行门槛设为200万美元，还有中资行的高层甚至表示：“在中国的私人银行业务
领域，中资银行已经全面地走在了外资银行的前面。”中外私人银行齐头并进、暗自较劲，
同时又各具特色——中资银行可能比较了解国内客户的需求；外资银行则具有更加周全的服
务，产品也更具特色。 [全文][评论]

·私人银行在中国发展之路
专题调查

· 中资银行
·民生银行私人银行有望第三季度开业
民生银行也将很快涉足私人银行领域。昨日，《第一财经日报》从民生银行了解到，目前该行各项筹
备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其私人银行将于今年第三季度正式开业。中行、工行、招行和中信银行已先
后成立了针对高端客户的私人银行中心。 [全文][评论]
·中行搭建海外私人银行业务平台
中国银行29日宣布，该行旗下全资子公司--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近日斥资900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
币6000万元)收购瑞士和瑞达基金管理公司(Heritage Fund Management)30%股份，通过收购方式搭建中
银海外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平台。 [全文][评论]
·建设银行正式推出私人银行
建设银行16日正式推出私人银行，先期将在北京、上海、广东、深圳４地，为金融资产超过1000万元
人民币的高净值客户，提供以资产管理为核心的的现代私人银行服务。 建行私人银行重点突出现代
私人银行服务的特点，主要强调“量身定制”和客户的参与度。 [全文][评论]
·私人银行将现身武汉

·中资和外资银行争抢私人银行业务，您如何看待？(可多选)
前景广阔，利润大
中国富人市场庞大
中资行有网络优势
外资行服务多样化
以上都是
·如果资产达到百万美元，您选择自己理财还是私人银行？
自己理财
私人银行
两种都试试
不好说
·如果选择私人银行，您会选择中资银行还是外资银行？
中资银行
外资银行
不确定
提交

查看

记者近日从武汉一家银行获悉，该银行正在筹备武汉私人银行。去年底，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行长徐学
中外私人银行成立时间表

敏透露，正在为组建私人银行选址、选人。业内人士预计，今年武汉将出现私人银行。私人银行神秘
面纱将被揭开，走进我们的经济生活。[全文][评论]

银行名称

成立时间

客户门槛

建设银行

2008年7月16日

1000元人民币

工商银行

2008年3月27日

800万元人民币

招商银行

2007年8月7日

1000万元人民币

·招行今年计划再开4-5家私人银行中心
招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周五表示，因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势头良好，以及江浙地区富裕人群的业务需求潜
力较大，招行计划在目前已有四家私人银行中心的基础上，今年在南京、杭州等地再开设4-5家网
点。 [全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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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银行

交通银行

2007年7月30日

200万美元

中国银行

2007年3月28日

100万美元

中信银行

2007年8月8日

100万美元

光大银行

2007年7月1日

1000万人民币

民生银行

2008年6月26日

1000万人民币

东亚银行

2008年5月29日

100万美元

汇丰银行

2008年3月31日

100万美元

渣打银行

2007年6月25日

100万美元

花旗银行

2006年3月29日

1000万美元

中资银行

·洛克菲勒联手法兴直入中国私人银行市场
7月11日，洛克菲勒公司的母公司洛克菲勒金融服务公司(Rockefeller Financial Services， Inc.)与法国
兴业私人银行在香港宣布，双方将建立全球联盟，以两家独立公司的形式合作，为世界各地超高资产
值人士以及家族生意提供金融服务。[全文][评论]
·渣打私人银行拟新增150位客户经理
渣打私人银行全球总裁Peter Flavel表示，渣打私人银行在去年仅用5周的时间就在全球11个市场启动业
务，其中包括中国市场。通过收购美国运通银行，渣打私人银行网络在12个月内拓展了3倍，目前
有33个私人银行中心，管理资产总额超过400亿美元。[全文][评论]

外资银行

·外资私人银行昨日亮相深圳
东亚银行在深圳正式启动私人银行中心，门槛为100万美元，这是外资银行首次在深圳涉猎此项业
务。在私人银行服务比较成熟的西方银行，除帮助客户管理庞大资产外，还提供并购案的建议及标
的，甚至还提供收藏鉴定，代表客户到拍卖场所竞标古董。 [全文][评论]

·中外私人银行观点PK
中资私人银行观点

外资私人银行观点

  中行王磊：私人银行家了解客户是关键（独家）

  法兴银行李晓芸：我们需要更开放一点（独家）

私人银行家是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核心动力。他们经过国际项目的培训，服务的客户数量 虽然中国富豪拥有可观的资产，但却需要时间向他们灌输私人银行的概念。要他们接受并
很少，这样就能保证给客户专家级的个人照料。私人银行家的主要工作就是了解客

依赖私人银行服务，将会是一条漫长的路。现时，他们一般会视私人银行为贷款的机关，

户——了解客户目标，了解客户需求，了解客户风险接受程度。[全文][评论]

而非财富管理的顾问，故需要教育才可以改变他们的传统观念。[全文][评论]

  招行：理财需要寻找更适合的篮子

  渣打银行刘天凛：开启私享的空间（独家）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是今天的投资者无时无刻不被提醒的一句话。在投资领

中国的一切器物都是演进而来的，在这演进过程中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屡次的改良最终成

域，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自资产组合理论诞生以来，分散投资、构建投资组合被认 就了今天的结果，不像西方的“发明”界限分明，在此之前没有这种事物和名称，所有的一
为是分散风险的有效手段，得到了投资者的极力推崇和广泛应用。[全文][评论]

切在发明之后才开始出现。[全文][评论]

  招行：私人银行不是赚钱机器

  外资行高层：国内私人银行有名无实

近两年来，私人银行业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神州大地上，各家商业银行先后推出或拟推 国内私人银行正在经历艰难突破。在国内银行尚未实现混业经营的背景下，当前私人银行
出私人银行服务。然而私人银行究竟是什么？它包含哪些理念？如何运作做？一直以来， 业务开展遭遇到瓶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资银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对记者说，没有
私人银行以其独特的魅力在许多国人心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全文][评论]

实质性服务是当前国内私人银行的真实情况。[全文][评论]

·中资私人银行发展之路
私人银行遭遇困境
·私人银行深陷入全国性失败困局
正当各大银行热推私人银行业务之际，兴业银行（爱股,行情,资讯）人士语出惊人。该行财富管理部总经理王台贝
向媒体表示，“目前中国的私人银行业务可以说是全国性失败”。据称，他与国内多家私人银行部老总交流过，这一
论断已被业内普遍接受。王台贝的话，揭开了国内私人银行业务的“伤疤”。其实，对于私人银行，业内早有各种议
论。话题之一是定位。国外的私人银行有两类，一类强调以服务为主，如瑞士和英国的一些传统私人银行；另一类
私人银行，强调资产管理，以回报为中心。就国内的私人银行来说，更像是财富管理的升级版，为中高端客户中的
高端客户提供更贴身的服务。其中的服务之一，是销售理财产品，有的私人银行为此推出了收益略高的专属理财产
品，如去年参与“打新股”。不过，有同行认为，“把‘打新股’作为私人银行的理财产品，大家很无奈。” [全文][评
论]

何为私人银行
私人银行起源于16世纪的瑞士日内瓦。法国的一些经商的贵
族由于宗教信仰原因被驱逐出境，形成了瑞士的第一代私人
银行家，欧洲的皇室高官们迅即享受了这种私密性很强的卓
越的金融服务。开始是专门服务于200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
翁家族。后来逐步演变为向众多的高净资产客户提供更多产
品和更多内容的金融服务。
还有一说法，17世纪欧洲贵族出外打仗，家中财产由留守的
贵族代为管理，这些贵族逐步形成了第一代私人银行家。总
之，私人银行起源于一种私密性极强的专门提供给贵族和富
人阶层的金融服务。

·人才瓶颈制约国内私人银行发展
如何挑选私人银行投资
普华永道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人才匮乏仍然是亚洲私人银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而目前国内的现状是：各
大银行都在紧锣密鼓地招聘私人银行经理；许多银行虽然设立了私人银行部门，人员配备却一时难以全部到
位……事实上，如今的国内私人银行业竞争相当于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瓶颈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一业务的发展。
[全文][评论]

在中国开设的私人银行之间有哪些不同？哪些标准足以评价
一家私人银行具备将客户的资产价值最大化的能力？
交行副行长叶迪奇：
交通银行私人银行主攻境外

·私人银行业务遭遇中国式困境
中行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周涛：
一位银行人士透露：“事实上，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富人圈，中国富裕阶层所需要类似西方私人银行提供的个性化

“客户需要自己过来谈”

和高私密性的财务咨询、规划、避税及信托等服务，或是空白，或是不健全，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私人银
行。”“目前，中国私人银行业刚刚起步，这方面的本土人才有限。”东亚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内部、外部聘请
有经验的客户经理成为各个私人银行常见的竞争。“所以，除了靠培训不断提高客户经理的素质外，我们还将提供
富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以及完善的奖励机制和职业发展上升通路，并且不断进行团队建设，提升凝聚力。”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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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的标准是亲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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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是如此表示。[全文][评论]

民生私人银行客户经理范亚东：
如何突破困境

·私人银行：坚定目标 乐观前行

“客户需先回答10个问题”
汇丰私人银行亚洲行政总裁忻依文：

自去年3月中国银行首开私人银行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又有4家中资银行相继涉足私人银行业务，如果加上外资银
行，目前经营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大概已有近10家之多。从区域上看，中国富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私人银行服务几乎是无一漏网地全面进入。因此，从面上看，国内私人银行的发展
势头还算相当不错。[全文][评论]

帮助客户财富转移和财富保存
东亚银行：
应挑选私人银行家而非银行
私人银行之辩

·私人银行寻求“中国式”突破
私人银行的"洋装"与"唐装"随着国内金融业的开放和发展，以及国内市场的客户需求，私人银行这个"奇葩"来到了

银监会在《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对私人

中国，在中国的政策和文化环境下，悄悄地盛开。私人银行诱人的利润让中外资各家银行摩拳擦掌，到目前为

银行做出过如下定义：“私人银行服务，是指商业银行与特

止，在内地市场启动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已达八家，其中中资银行五家--中行、招行、中信、交行和工行；外资

定客户在充分沟通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有关投资和资产管理

银行三家--渣打、花旗和汇丰。光大、民生的私人银行中心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 [全文][评论]

合同，客户全权委托商业银行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计划、投
资范围和投资方式，代理客户进行有关投资和资产管理操作

·私人银行业务预计年内有规可循

的综合委托投资服务。”[全文][评论]

继今年3月中国银行成立私人银行部以来，渣打、招商、中信等中外资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部门近期相继开张，但
目前我国对私人银行业务尚无具体的法规约束。对此，中国银监会相关人士表示，银监会正在着手制定私人银行
业务规范，相关规范有望在年内推出。[全文][评论]
私人银行业务流程图

私人银行产品与服务
期酒信托面向私人银行
期酒概念的理财产品是指在葡萄酒尚处于窖藏期未成熟时以
理财产品的方式向投资者发售，在葡萄酒成熟装瓶后，投资
者可根据自身喜好，选择直接消费所购葡萄酒，或持有理财
产品至到期赎回资金。此次工商银行推出的红酒收益权信托
理财产品将面向该行的私人银行客户和优质个人、法人客户
发行。 [全文][评论]
交行私人银行依托信托平台筑建海外资产委托业务
交行的海外资产全权委托业务主要依托于该行在香港设立的
交行香港分行、交行信托公司、交行财务公司组成的平台。
海外资产全权委托业务不同于QDII，服务的是客户已经在境
外的资产，不受QDII业务的相关限制。交行将通过挑选世界
优秀的第三方投资管理公司运作投资，交银信托对第三方机
构的投资行为将做动态监控。 [全文][评论]
中信银行推出“核心－卫星”资产配置
所谓“核心－卫星”资产配置，就是将客户的资产分成“核心
投资”和“卫星投资”两大部分：“核心投资”部分是客户全权
委托私人银行进行相对低风险的、稳定和长期的资产管理，
这部分投资由符合客户风险偏好的资产构成，并与客户长期
战略目标相协调；“卫星投资”部分则是私人银行对客户提供
投资咨询服务，客户自行进行投资决策的那部分投资，以相
对高风险、短期的资产为主。[全文][评论]
与零售银行及贵宾理财业务的区别
服务的对象不同
私人银行服务的对象都是高额净财富的个人，一般起点要求
为100万美元，而贵宾理财客户的起点多数为30万到50万人
民币。
服务的理念不同

私人银行链条图

私人银行的服务理念则的根据客户个性化的需求为客户量身
订做产品和服务，实现资产和投资组合的全面配置，降低风
险，从而达到财富保值和增值的目的；而贵宾理财主要目的
是通过丰富的理财产品满足客户财富增值的和人生规划的需
求。
服务的内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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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银行业务涉及的专业领域有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税
收、会计、法律和投资管理，在投资管理中还会设计到房地
产、收藏品等领域，而贵宾理财业务的服务主要集中于商业
银行的传统产品领域。[全文][评论]
相关专题

私人银行叩门中国

最新报道

分析评论

·民生银行启动私人银行

10月08日

·私人银行：富人的“保护伞”

09月23日

·交行倾力打造财富管理银行

08月08日

·国内私人银行年幼 成败定论尚太早

08月05日

·富豪私人银行扎堆广州 最低门槛100万美元以上

08月07日

·国内私人银行“年幼” 成败定论尚太早

08月05日

·建行上海推出私人银行

08月06日

·民生银行：最终目标是成立私人法人银行

08月01日

·民生“另类”私人银行解秘

08月05日

·汇丰私人银行：为人民币服务

07月30日

更多>>>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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