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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银行理财综合能力评价（以下简称“理财评价”）是银

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以下简称“理财中心”）设计的，对银

行理财产品的发行设计、投资运作等能力进行全面衡量的综合性

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主要由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以下

简称“理财登记系统”）的大数据计算生成，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一、 评价优势 

理财中心发布全国银行理财业务综合能力评价报告具备独

特优势。一是数据来源全面，评价报告将以理财中心开发的理财

登记系统作为基本数据源，系统数据涵盖了自 2011 年以来银行

发行的所有理财产品全部业务流程要素，权威性有保障；二是市

场公信力强，理财中心作为专业性、中立性的第三方服务机构，

权威性较强，且开展评价不收取任何费用；三是评价研究历史时

间长，理财中心自 2013年起开发理财评价方案，并经过 10余次

讨论修改及数十家银行调研，现有指标体系已具备较强的成熟度

和专业性。理财中心发布评价结果，有助于确保评价的客观性、

公正性和专业性。 

二、 设计原则 

理财中心自 2013 年就开始研究评价方案，并不断征求银行

意见，丰富完善指标体系，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对成熟。理财

中心也针对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上半年分别进行了理财

综合能力评价，并部分征求了相关机构意见。理财中心在设计指

标时积极引导理财业务稳健发展、转轨升级，指标体系设计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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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则如下： 

（一） 遵循“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求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理财中心在设计指标时，严格按照党中央

的文件精神，鼓励银行审慎经营，“行稳致远”，不以规模论英雄，

不强调理财业务的增速，把指标重点关注于风险控制、合规经营，

引导银行避免盲目做大规模，将规模作为业绩指标。 

（二） 把握一行三会《资管新规》的政策思路 

2017 年 11 月 17 日，一行三会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资管新

规》”），理财中心紧跟《资管新规》的相关条款，及时对评价指

标内容和权重进行了调整。根据《资管新规》理财业务打破刚兑、

净值化转型、公允价值估值、穿透登记、信息披露、支持实体经

济等相关要求，理财评价在已有指标的基础上，优化指标计算方

法，加大相关指标权重，以推动银行理财向符合《资管新规》要

求的方向转型。 

（三） 贯彻银监会的监管方针 

银行理财业务的合规经营一直以来都是银监会的强调重点，

为此银监会发布多个文件对银行理财业务进行规范。理财中心在

设计理财评价指标时全面贯彻银监会监管文件的要求：一是“三

单管理”方面，在指标设计过程中，遵循“单独管理、单独建账、

单独核算”的要求，以单个理财产品为计算单元，对每个产品运

作情况进行分析评判，再汇总生成银行机构整体的评价结果；二

是在登记方面，《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 2014年银行理财业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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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监办发〔2014〕39 号)中要求“未在理

财系统进行报告和登记的银行理财产品一律不得对客户发售”，

强调了统一登记、信息披露的重要性，而评价体系指标设置绝大

部分数据来源于理财登记系统，全面客观；三是净值化转型方面，

评价体系指标设计按照银监会的对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的要求，

引入净值型产品相关指标；四是穿透登记方面，早在 2014 年银

监会就要求理财产品投资各类资管计划遵循“真实穿透原则”，

评价体系指标运用穿透后数据进行计算；五是打破刚兑方面，指

标体系引入刚性兑付相关衡量指标，遵循银监会“买者自负”及

“打破刚兑”的要求。 

（四） 采用数据说话的客观评价方法 

理财评价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理财登记系统。理财登记系统始

建于 2013 年，至今已有 5 年时间，该系统是银行理财行业的重

要基础设施平台，登记了每一只银行理财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要

素，包括产品申报、发行、募集、存续、投资资产交易、收益兑

付等全部业务近 500个要素。同时，部分指标也采集了信息商的

外部数据。全部指标完全由系统自动生成，严格避免人工修改数

据、影响评价结果的情况发生。 

三、 评价方法 

评价体系针对银行理财业务能力的四个方面共计 33 项指标

进行量化评价，得到银行理财业务综合能力的评价结果。该体系

既能对单个机构理财产品的整体情况进行多维度综合评价，也能

对不同机构的单个方面进行评价。四个方面分别是： 

创设能力：衡量银行在产品设计阶段表现出的产品类型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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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度、投资资产多样性、产品设计的创新度，共有 7项指标； 

发行能力：衡量银行理财产品在发行、募集资金阶段的效率

和效果，共有 6项指标； 

投资能力：衡量银行理财资金的投资运作时表现出来的投资

水平及风险控制能力，共有 10项指标； 

合规性：衡量理财业务的规范性、信息披露透明度及对客户

诚信度、理财业务发展与监管导向的契合度，反映了该行理财产

品的持续稳健发展能力，共有 10项指标。 

四、 指标特点 

理财中心研究开发的理财评价的指标体系充分考虑《资管新

规》的相关要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一） 引导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 

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有助于动态揭示理财产品的风险，打破

刚性兑付，这也是《资管新规》的重要要求。评价指标中已将银

行发行的净值型产品相关情况纳入考虑因素，鼓励银行的理财产

品尽快向净值型产品转型。 

（二） 使用公允价值计算产品浮盈浮亏 

《资管新规》中提出资管产品的“净值生成应当符合公允价

值原则，及时反映基础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目前，大部分银行

对理财产品进行估值时，通常采用摊余成本法，不能反映市场利

率变动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理财中心在进行理财评价时，针对不

同底层资产分别选取合理的市场价格、第三方估值等方式，确定

理财产品的资产价值，计算理财产品浮盈浮亏情况，真实反映银

行机构理财业务投资运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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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虑产品期限错配的严重程度 

《资管新规》提出“加强对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管理”。

理财评价充分考虑了期限错配的情况，利用理财登记系统数据，

计算理财产品的期限错配情况，客观反映了理财产品期限错配的

严重程度。 

（四） 强调防风险的重要意义 

理财评价中纳入了大量风险相关的指标，全面考虑银行理财

投资杠杆过高、委外占比过高、同业产品占比过高等风险因素，

避免经营风险较高的银行获得较好的评价排名，鼓励银行审慎经

营银行理财业务。  

（五） 支持理财资金投资实体经济 

理财评价积极响应早在 2014 年国务院召开常委会就提出的

“理财产品资金运用原则上应与实体经济对接”，在指标设计中，

将理财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情况纳入评价，引导银行理财回归本

源，服从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 

（六） 推动理财产品信息披露不断透明化 

按照《商业银行理财销售管理办法》，银行理财应当做到“信

息充分披露”，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理财评价将

理财产品信息披露的情况纳入考核，对于理财产品未按要求进行

信息登记，实际投向和登记的投资资产类型不符等情况予以扣

分，推动理财产品信息披露不断透明化。 

（七） 考虑理财产品第三方独立托管要求 

按照《资管新规》要求，理财产品应当实行第三方独立托管，

本次评价指标设计考虑了该项制度要求，将第三方独立托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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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相关指标纳入评价体系。 

五、 评价结果 

（一） 理财评价规则 

理财中心将定期发布全国银行业理财评价结果，本次评价的

银行范围包括 2017 年开展理财业务的共 581 家银行，其中国有

大型银行 5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12 家，城市商业银行 126家，

农村金融机构 397 家，外资银行 38 家，及邮政储蓄银行、国家

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从两个角度对银行的理财业务能力进

行排名，每个角度均选取排名靠前的银行向市场公布，（具体结

果见附件）： 

一是全市场理财业务综合能力排名情况：对全市场银行的理

财业务综合能力按总分高低进行排名； 

二是分机构类型理财综合能力排名情况：对不同机构类型

（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

综合能力分别进行排名。 

（二）评价结果特点 

从评价结果来看，银行业理财已经在业务转型之路上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特别是评选出的前 50 名的机构，在理财产品端和

投资端转型、内部系统建设、组织架构完善、人员设置等方面进

行积极转型，并取得了较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净值化产品占比明显提高。在净值化产品转型方面，部

分股份制银行及外资银行净值化程度较高，其中部分外资银行的

净值型产品占比更是达到了 90%以上。与 2017 年上半年相比，

城市商业银行净值化产品占比提升较大，部分城商行在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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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净值化产品占比较上半年提升了近 20个百分点。 

二是金融同业类产品占比明显下降。截至 2017 年年末，金

融同业类产品占比低于 10%的机构为 313家，占所有机构家数的

比例为 54.72%；而在 2017上半年，金融同业类产品占比低于 10%

的机构仅为 257家，占所有机构的比例为 47.68%。 

三是产品规模波动减少。截至 2017 年年末，衡量规模稳定

性指标的平均分较 2017年上半年的增幅达到 26.40%；所有银行

规模评分的波动率为 15.99%，较 2017 年上半年 22.50%的波动率

降低了 6.51个百分点。 

四是投资标准化资产规模增大。结果表明，在 2017 年银监

会 “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的监管要求下，理财投资债券、

银行存款、拆放同业及买入返售、同业存单等标准化资产金额较

2017年上半年的增幅为 2.89%，占理财投资资产余额的 67.56%。

以理财资金投资债券为例，2017 年年末理财资金投资债券金额

较 2017 年上半年的增幅为 4.59%，占理财投资资产余额的

42.19%。标准化资产具有公允价值，其金额的增加有利于理财产

品的净值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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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全市场理财业务综合能力前 50 名 

表 1 全市场理财综合能力前 50名 

银行名称 机构类型 评价结果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银行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银行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银行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银行 8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银行 1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1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储蓄银行 1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15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16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18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9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2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22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3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4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25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26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7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8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9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0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31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2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3  



9 
 

银行名称 机构类型 评价结果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4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5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6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7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8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9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0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1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2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外资银行 43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4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5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6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7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8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9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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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国性商业银行前 10 名 

表 2 全国性商业银行前 10 名 

银行名称 机构类型 评价结果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银行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银行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银行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银行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银行 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银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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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城商行综合能力前 50 名 

表 3 城商行综合能力前 50 名 

银行名称 机构类型 评价结果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5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6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7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8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9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0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1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2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3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4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5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6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7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8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19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0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1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2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3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4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5  

晋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6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7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8  

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29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0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1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2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3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4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5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6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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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8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39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0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1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2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3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4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5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6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7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8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49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商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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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农村金融机构前 50 名 

表 4 农村金融机构前 50名 

银行名称 机构类型 评价结果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1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2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5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6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7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8  

晋中经济开发区农村信用联社 农村金融机构 9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10  

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11  

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12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13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14  

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15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16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17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18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19  

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20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21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22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23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24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25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26  

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27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28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29  

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0  

山西榆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1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2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3  

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4  

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5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6  

河北唐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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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机构类型 评价结果 

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8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39  

泰安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0  

山西平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1  

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2  

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3  

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4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5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6  

长治漳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7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8  

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49  

浙江温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金融机构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