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托公司开展信托受益
权资产证券化业务分析

自2014年以来，国内信托受益权这类非标资产开始通过证

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开展ABS业务，迄今共有11单产品发行。

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对于信托公司、合作银行等有很

强的实践意义。1.实现低成本、长期限融资；2.对于合作机构来

说，双SPV结构有利于合作银行降低风险，提高资金利用率；3.实

现非标转标；4.促进机构间合作；5.解决信托产品流动性障碍。

对我公司开展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提出以下建议：

1.通过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展开和银行新的通道业务合作模

式。2.拓展和保险、基金子公司等机构合作模式。3.开展消费信

贷的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4.通过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

的设计，满足PPP等中长期融资项目的需求。5.利用自营资金开

展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并赚取利差。

产品特点分析
（1）信托公司主导发行。与信贷资产证券化不同，在信托受

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信托公司可以主导产品发行，从基础资

产的选择、项目现金流的归集和监管等都掌握了主动权。

（2）基础资产选择多样化。作为相关基础资产领域的首单信

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这11单产品都被冠以“首单xx信托

受益权资产证券化”的名称，也可以看出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

基础资产选择的多样性。其中“消费信贷”项目的基础资产是面

向工薪阶层发放的消费信用贷款。“扬州保障房”项目和“天津

限价房”项目的基础资产是棚户区拆迁安置保障房项目信托贷款

和限价房项目的信托贷款，均为房地产项目；同时“扬州保障房”

项目也可视为平台项目。“美兰机场”项目和“畅行资产”项目

的基础资产是机场建设贷款和广东交投集团的贷款，都属于基础

产业领域的融资。“星美影院”项目的基础资产是影院的建设投

入融资贷款。“海印股份”项目的基础资产是给上市公司发放的

贷款，具体资金用途为商业地产。

（3）资产证券化的信托受益权可以是单一信托的信托受益权，

可以是集合信托的信托受益权，也可以是众多不同信托产品的受益

权形成的资产池。在上述产品中，为了操作方便，信托公司多是

选择单一资金信托或者财产权信托形成的信托受益权进行资产证

券化。与之不同的是，“消费信贷”项目的信托受益权是由7个

信托计划衍生的信托受益权，而“星美影院”项目的信托受益权

是在集合资金信托基础上形成的众多信托受益权，也是已落地项

目中唯一一单由信托公司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作为过

桥资金的项目。

（4）针对信托计划提供增信。专项计划内部多通过分层进行

增信，外部通过向信托公司提供抵质押等担保措施增信。上述6个

项目都在外部有针对信托计划的增信措施，与传统信托项目类似，

也显示了信托公司在项目当中的实质风险承担。资产支持计划的内

部一般通过结构化设计进行增信，其中“扬州保障房”项目、“海

印股份”项目等都是由融资方认购次级份额进行增信。从专项计划

的结构化比例来看，优先级和次级的比例低的有“消费信贷”项目

的为5:1，最高的“扬州保障房”项目高达20:1，结构化差异性很大，

而针对信托公司的外部增信对整个项目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发展研究部 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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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4日下午，“大爱长安·普惠金融专项基金”

捐赠暨“大爱长安·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扶贫慈善信托”签

署仪式在陕西省政府前大楼举行。签署仪式由陕西省银行业

协会、陕西省慈善会以及我公司联合主办。陕西省金融办主

任周彬县，省扶贫办下乡办副主任余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局长潘光伟，省银行协会会长李瑞强，

省慈善协会终身名誉会长徐山林、名誉会长陆栋、会长刘维

隆，我公司董事长高成程、总裁崔进才，工商银行陕西省分

行、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等各家捐赠机构代表出席活动。

该慈善信托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

的密切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由陕西省银行业协会牵头发起，共

有30余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签署捐赠协议或明确捐赠意向，

捐赠金额预计将达500万元。我公司亦积极响应号召，捐赠

20万元。为更高效地使用善款，各捐赠人将资金捐赠给陕西

省慈善协会设立专项基金，由慈善协会将全部善款委托我公

司设立“大爱长安·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扶贫慈善信托”，

该慈善信托已向陕西银监局履行事前报告程序，并取得了陕

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批复。

我公司作为该慈善信托受托人，董事长高成程先生对此

表示，公司将本着诚实、谨慎、有效管理的原则，审慎管理

和运用公益资产。为健全决策程序，加强决策科学性，特设

立决策委员会，由陕西省慈善协会、陕西省银行业协会、我

公司、各捐赠人代表组成，共同决策公益资产的重大事项。

公司将按照决策委员会审批情况严格执行，严格遵循专款专

用、公开透明原则运用公益资金。该慈善信托还聘请了北京

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担任监察人，监督慈善信托的运作

及信息披露。

根据信托设计，该慈善信托资金首期采取农户小额贷款

风险损失补偿金的形式，与陕西省延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志丹民生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合作机构适当降低对农

户的贷款发放条件，使金融服务更广泛地惠及陕西相对落后

地区的农户。

普惠金融 500 万促三农
“大爱长安 • 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
扶贫慈善信托”签署仪式在西安举行

公司与中铁城建集团举行签
约仪式

2015年11月23日上午，在古都西安，中铁城建集团有限

公司与我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双方将通过施工

联合体合作模式在全国开展联合展业。

中铁城建集团始建于1948年，是世界500强中国铁建旗下

核心子公司，拥有多项特级资质，业务涵盖房建、市政、公路、

铁路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铁城建集团已经成为一家资

产过200亿元，年施工能力过300亿元的大型央企。

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和中铁城建集团将遵循“长期合作、

互相支持、共谋发展”的原则，建立全面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双

方的合作有利于开拓全国市场，也有利于增强双方各自的核心竞

争力。

陕西监管局局长潘光伟发言提到，作为行业管理部门，银

监会始终重视扶贫工作，积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扶

贫服务力度。潘光伟局长表示，这一慈善信托通过创新体现了

金融扶贫的新模式：第一，创新性地将各机构捐款集中并成立

专项基金，由基金发起设立扶贫慈善信托，与县域金融机构合作，

对小额农户贷款风险补偿，降低授信门槛，扩大授信客户范围，

使得以前不符合信贷条件的农户能够获得贷款，为特定贫困人

口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实现定向扶贫，践行普惠金融的

理念。第二，在相关业务开展后，可以跟踪评估贫困人口这一

特定人群贷款的违约率、损失率等，适当予以风险补偿，探索

建立“政府+社团法人+基金+银行贷款”、“担保人担保”

等小额信贷模式，切实发挥小额信贷在支持贫困农户方面的优

势，助力“十三五”期间老区贫困人口脱贫目标实现。

热心公益，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我公司一贯的企业

文化。我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首支慈善信托的受托人，与长期

以来热心公益密不可分：2008年汶川地震，公司设立了被誉为

行业内第一款规范的公益信托---“西安信托·5.12抗震救灾公

益信托计划”，募集资金1000万元，支持灾后学校重建工作；

2013年，公司第二款公益信托“长安信托奖学金公益信托”落地，

信托资金主要用于奖励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优秀的全

日制在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2013年底，又发起 “长安

信托·长安财富山间书香·公益行”活动，向山村学校捐建图

书墙、捐赠书籍及文体用品帮扶偏远地区特别是山区基础教育，

累计捐助乡村教室图书角已超过40所。

三个掌柜一台戏
——看电影《白银帝国》

由美籍华人姚树

华导演的影片《白银帝

国》，对中原广袤空间

的浓墨渲染，对实物细

节的精雕细琢，令影片

流露出浓郁的历史质

感；西帮票号的兴衰荣

辱，也一幕幕地在空间

和细节的交错中呈现。

本文试图以影片中的

三个分号掌柜为标本

作粗浅解读。

刘掌柜：陋规的牺牲品
电影是以天成元票号四年一次的合账结榜开场，所有各

地的分号掌柜聚集一起，四台硕大的算盘噼噼啪啪响个不停。

短短几个镜头，便将天成元票号的鼎盛繁荣气息传达出来。

天成元的效益相当可观，四年全号汇兑、收存、放贷三项营

业总额26,153,111两，23个分号一年过手之银相当于朝廷岁

入的一成。东股21股，本账期同仁身股分红17股，一股平

均为15,816两。

影片当中，天津票号掌柜刘寿喜出场很有特色。还没等

到财东康老爷子宣布完结果，刘掌柜便憋足中气与众人宣布

分红比例：“我七厘、七厘！”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出人意料。正在天津度蜜

月的天成元票号康家老板的四少奶奶被绑架。消息传到山西，

康老爷自然急于听听派驻天津地面的刘掌柜的意见。而刘掌

柜则认为，上个月天津分号还借了5万给官府发军饷，它会

帮忙。

他当然要赶回去，康四娘的横遭绑架实际与他直接相关。

刘掌柜与天津一妓女产生感情，号规却又使得一对鸳鸯有始

无终。那妓女以绑架康四娘而报复刘掌柜，不料途中意外横生，

导致康四娘为保名节而自尽。刘掌柜杀了妓女，自己也随之

自杀。这一系列变故直接造成了随后的挤兑。康老爷因此向

总号孙大掌柜宣布：“从今往后，人事、号风、号规由我管，

你只管生意。你逼着我坏了账东不管事的规矩。”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此话不假，问题在于，不合理

的规矩，有时甚至比没有规矩还要糟糕。

戴掌柜：难得的职业经理人
戴膺是北京分号的掌柜。北京是晚清时期的金融重镇，

能够担当此一职务，自然说明其自身的能量。

义和团起事后，戴掌柜向康老爷建议，自己去福建，向

福建总督奏请官汇税款，把京号的银子送入户部，让福建税

银就留在福建分号，别省也可援例，“我们空城以待兵祸之灾”。

最终，在北京其他票号遭受洗劫的时候，天成元北京分号得

以安然撤退。

但对这样一位优秀的掌柜，康老太爷就是不放心，想出

收义子的办法。康老爷挤出一份虔诚说：“不如我认你做义

子吧？”戴掌柜明白用意，跪下说：“老爷不必如此，无论

怎样我都会对你忠心到底，您千万不要担心”。然而，戴掌

柜的真诚终究未能打动康老爷。威是从刑罚来的，戴掌柜做

得十全十美，你拿什么罚他。在康老爷看来，世上最难用的

就是圣人，戴掌柜就是圣人，滴水不漏，难以驾驭。

然而，康三爷最终还是明智地选择了戴掌柜作为大掌柜。

这是戴掌柜的幸运，但也是他的悲哀。在那么一个兵荒马乱

的时局中，面临山西票号颓败大势，即使再有能耐的职业经

理人，又能有多大作为呢？

邱掌柜：“动物精神”的标本？
邱泰基掌柜是总号老帮，大抵相当于总行营业部的经理。

影片开场，康老爷便宣布了对邱掌柜的处罚决定：长久以来

最被重用的邱掌柜，趁乡亲春荒时放高利贷，犯了晋商大忌，

辞出票号业，永不录用，“回家种地去，学会做人。”

邱掌柜的再次出现，是在天津分号挤兑平息之后，康老

爷亲自去田里接他回号，让他继续当掌柜。

康老爷教导康三爷：邱掌柜的才能远逊于戴掌柜，这是

可驭之处。事实果真如此吗？邱掌柜眼看大掌柜的位置无望，

终下狠心，与强盗合谋，劫了北京分号送回总号的银车，然

后携款潜逃。

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一直以来为人称道。东家出资，掌

柜经营；出资者取得“财股”，有一定资历和成绩的经营者

取得“身股”；在分配盈利时，“财股”和“身股”的享有

者都可以取得分红；在分担风险上，出资者要负担亏损风险，

经营者则不必承担损失。然而，掌柜一旦被辞退，“身股”

不能带走；即使能被其他票号录用，也很难再取得新东家信

任和高额报酬。既然规定明确，待遇优厚，邱掌柜还会作出

如此选择呢？

有不少人评价邱掌柜的行为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但我想这未免过于简单。倒是最近出的一本书，恐怕至少能

给出部分答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伯克利加州

大学教授乔治·阿克诺夫和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在《动

物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经济学家为何未能预

测金融危机？他们认为，人们没有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

理性的计算”，属于“人类本能行动”的“动物精神”在很

多时候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者的行动，不

完全依靠冷静的计算，有的时候更多凭借的是直感。

那么，邱掌柜的选择，是否也是如此呢？或许正如电影

旁白所说的，“只有到了遇到艰难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才面

对真实的自己，我们才定义自己”。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 刘平

向前一步
坦然坐到桌前来

很多时候，是你自

己退缩的，而不是被人挤

出去。

这是谢丽尔·桑德

伯格的《向前一步：女性，

工作及领导意志》带给我

最大的震撼。当时她接待

一批客人，男客人们都理

所当然坐到最大的会议桌

前，而 4 位女性随从人

员却只是坐在房间一侧。

谢丽尔示意她们坐到桌前

来，为表欢迎她还特意当

众招手示意，但那几位女士犹豫半天，还是留在原来的座位

上没有动。这个故事太常见，在会议室里开会的时候，姐妹

们每每上演这一幕，以至于会议主持人调侃坐在后面的人要

增加1000万的销售任务，大家顿时飞鸟状聚拢到桌边。所以

看到这里，我并没有预期谢丽尔会有什么高见。事后她对她

们说“即便没有受到邀请，她们也应当坐到桌前来，而当别

人公开欢迎自己时，她们更应该主动参与。”

“即便没有受到邀请，她们也应当坐到桌前来”这句话，

这是整本书的精华，绝不止于对女性。当我们的内心是矛盾的，

挣扎的，就会永远希望自己被发现，被选择。但自己身处牢

笼中，看到的是武力和对抗，对他人的评断就越多，而对自

身的束缚越多，自身越在牢笼之中。为何不尝试一下，走到

阳光下，坦然坐到桌前来？！

这无疑印证了心理学界流行的一句话：心理问题跟感冒

一样随处可见。无论我们是身处人生的哪一阶段，无论顺境

或逆境。无论我们是在工作、学习还是生活中，无论物喜或

己悲，都要坦然坐到桌前来，学会调适自己的心理状态。学

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人生成功的不二法宝。越是身处高位，

忙碌而紧张的环境，越是应该如此。

亚当 .斯密曾把市场比喻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财

富管理这个职业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可以发挥怎样的效率呢？

远观围城之外，光鲜的职业形象以及诱人的收入不断地吸引

高素质人才的进入；近睹围城之内，不断增加的人才又在不

同程度上导致了这个行业的竞争。

听，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大浪淘沙的结果是惟有强者才能

适者生存。在财富管理领域，坦然坐到桌前来的强者不仅需

要强大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关系，更需要一颗坚强的内心。正

如派克所言，惟有成熟的心智才能勇于面对困难。当我们坦

然地坐到桌前来，在酸甜苦辣的职业生涯中接受挑战，愈挫

愈勇，最终将迎来成功的曙光。

看，坦然坐到桌前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最需要做的就是接纳当下的自己，接纳不完美的开始。完成

永远胜过完美，惟有勇于接纳，承认自己的不足，才能摆正

心态，不在各种负面情绪中消耗能量，并以积极的心态努力

钻研专业知识，打磨沟通技能，努力拓展人脉。

向前一步走，坦然坐到桌前来，正视永远比逃避来得宝

贵和勇敢。向前一步，坦然面对，减轻在职场中经历的种种“心

理重负”，达到心智的成熟，并最终在财富管理的职业道路

上越走越远。

长安财富中心私人银行九部  曲燕婷

1、秋天的柿子，富平即景。 证券业务管理部  刘兴文
2、璀璨     办公室   白伏波
3、秋意     办公室  孟宇
4、宁静的德国小镇。 长安财富综合部    邱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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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开展信托受益
权资产证券化业务分析

自2014年以来，国内信托受益权这类非标资产开始通过证

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开展ABS业务，迄今共有11单产品发行。

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对于信托公司、合作银行等有很

强的实践意义。1.实现低成本、长期限融资；2.对于合作机构来

说，双SPV结构有利于合作银行降低风险，提高资金利用率；3.实

现非标转标；4.促进机构间合作；5.解决信托产品流动性障碍。

对我公司开展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提出以下建议：

1.通过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展开和银行新的通道业务合作模

式。2.拓展和保险、基金子公司等机构合作模式。3.开展消费信

贷的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4.通过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

的设计，满足PPP等中长期融资项目的需求。5.利用自营资金开

展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并赚取利差。

产品特点分析
（1）信托公司主导发行。与信贷资产证券化不同，在信托受

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信托公司可以主导产品发行，从基础资

产的选择、项目现金流的归集和监管等都掌握了主动权。

（2）基础资产选择多样化。作为相关基础资产领域的首单信

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这11单产品都被冠以“首单xx信托

受益权资产证券化”的名称，也可以看出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

基础资产选择的多样性。其中“消费信贷”项目的基础资产是面

向工薪阶层发放的消费信用贷款。“扬州保障房”项目和“天津

限价房”项目的基础资产是棚户区拆迁安置保障房项目信托贷款

和限价房项目的信托贷款，均为房地产项目；同时“扬州保障房”

项目也可视为平台项目。“美兰机场”项目和“畅行资产”项目

的基础资产是机场建设贷款和广东交投集团的贷款，都属于基础

产业领域的融资。“星美影院”项目的基础资产是影院的建设投

入融资贷款。“海印股份”项目的基础资产是给上市公司发放的

贷款，具体资金用途为商业地产。

（3）资产证券化的信托受益权可以是单一信托的信托受益权，

可以是集合信托的信托受益权，也可以是众多不同信托产品的受益

权形成的资产池。在上述产品中，为了操作方便，信托公司多是

选择单一资金信托或者财产权信托形成的信托受益权进行资产证

券化。与之不同的是，“消费信贷”项目的信托受益权是由7个

信托计划衍生的信托受益权，而“星美影院”项目的信托受益权

是在集合资金信托基础上形成的众多信托受益权，也是已落地项

目中唯一一单由信托公司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作为过

桥资金的项目。

（4）针对信托计划提供增信。专项计划内部多通过分层进行

增信，外部通过向信托公司提供抵质押等担保措施增信。上述6个

项目都在外部有针对信托计划的增信措施，与传统信托项目类似，

也显示了信托公司在项目当中的实质风险承担。资产支持计划的内

部一般通过结构化设计进行增信，其中“扬州保障房”项目、“海

印股份”项目等都是由融资方认购次级份额进行增信。从专项计划

的结构化比例来看，优先级和次级的比例低的有“消费信贷”项目

的为5:1，最高的“扬州保障房”项目高达20:1，结构化差异性很大，

而针对信托公司的外部增信对整个项目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发展研究部 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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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4日下午，“大爱长安·普惠金融专项基金”

捐赠暨“大爱长安·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扶贫慈善信托”签

署仪式在陕西省政府前大楼举行。签署仪式由陕西省银行业

协会、陕西省慈善会以及我公司联合主办。陕西省金融办主

任周彬县，省扶贫办下乡办副主任余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局长潘光伟，省银行协会会长李瑞强，

省慈善协会终身名誉会长徐山林、名誉会长陆栋、会长刘维

隆，我公司董事长高成程、总裁崔进才，工商银行陕西省分

行、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等各家捐赠机构代表出席活动。

该慈善信托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

的密切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由陕西省银行业协会牵头发起，共

有30余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签署捐赠协议或明确捐赠意向，

捐赠金额预计将达500万元。我公司亦积极响应号召，捐赠

20万元。为更高效地使用善款，各捐赠人将资金捐赠给陕西

省慈善协会设立专项基金，由慈善协会将全部善款委托我公

司设立“大爱长安·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扶贫慈善信托”，

该慈善信托已向陕西银监局履行事前报告程序，并取得了陕

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批复。

我公司作为该慈善信托受托人，董事长高成程先生对此

表示，公司将本着诚实、谨慎、有效管理的原则，审慎管理

和运用公益资产。为健全决策程序，加强决策科学性，特设

立决策委员会，由陕西省慈善协会、陕西省银行业协会、我

公司、各捐赠人代表组成，共同决策公益资产的重大事项。

公司将按照决策委员会审批情况严格执行，严格遵循专款专

用、公开透明原则运用公益资金。该慈善信托还聘请了北京

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担任监察人，监督慈善信托的运作

及信息披露。

根据信托设计，该慈善信托资金首期采取农户小额贷款

风险损失补偿金的形式，与陕西省延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志丹民生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合作机构适当降低对农

户的贷款发放条件，使金融服务更广泛地惠及陕西相对落后

地区的农户。

普惠金融 500 万促三农
“大爱长安 • 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
扶贫慈善信托”签署仪式在西安举行

公司与中铁城建集团举行签
约仪式

2015年11月23日上午，在古都西安，中铁城建集团有限

公司与我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双方将通过施工

联合体合作模式在全国开展联合展业。

中铁城建集团始建于1948年，是世界500强中国铁建旗下

核心子公司，拥有多项特级资质，业务涵盖房建、市政、公路、

铁路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铁城建集团已经成为一家资

产过200亿元，年施工能力过300亿元的大型央企。

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和中铁城建集团将遵循“长期合作、

互相支持、共谋发展”的原则，建立全面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双

方的合作有利于开拓全国市场，也有利于增强双方各自的核心竞

争力。

陕西监管局局长潘光伟发言提到，作为行业管理部门，银

监会始终重视扶贫工作，积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扶

贫服务力度。潘光伟局长表示，这一慈善信托通过创新体现了

金融扶贫的新模式：第一，创新性地将各机构捐款集中并成立

专项基金，由基金发起设立扶贫慈善信托，与县域金融机构合作，

对小额农户贷款风险补偿，降低授信门槛，扩大授信客户范围，

使得以前不符合信贷条件的农户能够获得贷款，为特定贫困人

口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实现定向扶贫，践行普惠金融的

理念。第二，在相关业务开展后，可以跟踪评估贫困人口这一

特定人群贷款的违约率、损失率等，适当予以风险补偿，探索

建立“政府+社团法人+基金+银行贷款”、“担保人担保”

等小额信贷模式，切实发挥小额信贷在支持贫困农户方面的优

势，助力“十三五”期间老区贫困人口脱贫目标实现。

热心公益，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我公司一贯的企业

文化。我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首支慈善信托的受托人，与长期

以来热心公益密不可分：2008年汶川地震，公司设立了被誉为

行业内第一款规范的公益信托---“西安信托·5.12抗震救灾公

益信托计划”，募集资金1000万元，支持灾后学校重建工作；

2013年，公司第二款公益信托“长安信托奖学金公益信托”落地，

信托资金主要用于奖励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优秀的全

日制在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2013年底，又发起 “长安

信托·长安财富山间书香·公益行”活动，向山村学校捐建图

书墙、捐赠书籍及文体用品帮扶偏远地区特别是山区基础教育，

累计捐助乡村教室图书角已超过40所。

三个掌柜一台戏
——看电影《白银帝国》

由美籍华人姚树

华导演的影片《白银帝

国》，对中原广袤空间

的浓墨渲染，对实物细

节的精雕细琢，令影片

流露出浓郁的历史质

感；西帮票号的兴衰荣

辱，也一幕幕地在空间

和细节的交错中呈现。

本文试图以影片中的

三个分号掌柜为标本

作粗浅解读。

刘掌柜：陋规的牺牲品
电影是以天成元票号四年一次的合账结榜开场，所有各

地的分号掌柜聚集一起，四台硕大的算盘噼噼啪啪响个不停。

短短几个镜头，便将天成元票号的鼎盛繁荣气息传达出来。

天成元的效益相当可观，四年全号汇兑、收存、放贷三项营

业总额26,153,111两，23个分号一年过手之银相当于朝廷岁

入的一成。东股21股，本账期同仁身股分红17股，一股平

均为15,816两。

影片当中，天津票号掌柜刘寿喜出场很有特色。还没等

到财东康老爷子宣布完结果，刘掌柜便憋足中气与众人宣布

分红比例：“我七厘、七厘！”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出人意料。正在天津度蜜

月的天成元票号康家老板的四少奶奶被绑架。消息传到山西，

康老爷自然急于听听派驻天津地面的刘掌柜的意见。而刘掌

柜则认为，上个月天津分号还借了5万给官府发军饷，它会

帮忙。

他当然要赶回去，康四娘的横遭绑架实际与他直接相关。

刘掌柜与天津一妓女产生感情，号规却又使得一对鸳鸯有始

无终。那妓女以绑架康四娘而报复刘掌柜，不料途中意外横生，

导致康四娘为保名节而自尽。刘掌柜杀了妓女，自己也随之

自杀。这一系列变故直接造成了随后的挤兑。康老爷因此向

总号孙大掌柜宣布：“从今往后，人事、号风、号规由我管，

你只管生意。你逼着我坏了账东不管事的规矩。”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此话不假，问题在于，不合理

的规矩，有时甚至比没有规矩还要糟糕。

戴掌柜：难得的职业经理人
戴膺是北京分号的掌柜。北京是晚清时期的金融重镇，

能够担当此一职务，自然说明其自身的能量。

义和团起事后，戴掌柜向康老爷建议，自己去福建，向

福建总督奏请官汇税款，把京号的银子送入户部，让福建税

银就留在福建分号，别省也可援例，“我们空城以待兵祸之灾”。

最终，在北京其他票号遭受洗劫的时候，天成元北京分号得

以安然撤退。

但对这样一位优秀的掌柜，康老太爷就是不放心，想出

收义子的办法。康老爷挤出一份虔诚说：“不如我认你做义

子吧？”戴掌柜明白用意，跪下说：“老爷不必如此，无论

怎样我都会对你忠心到底，您千万不要担心”。然而，戴掌

柜的真诚终究未能打动康老爷。威是从刑罚来的，戴掌柜做

得十全十美，你拿什么罚他。在康老爷看来，世上最难用的

就是圣人，戴掌柜就是圣人，滴水不漏，难以驾驭。

然而，康三爷最终还是明智地选择了戴掌柜作为大掌柜。

这是戴掌柜的幸运，但也是他的悲哀。在那么一个兵荒马乱

的时局中，面临山西票号颓败大势，即使再有能耐的职业经

理人，又能有多大作为呢？

邱掌柜：“动物精神”的标本？
邱泰基掌柜是总号老帮，大抵相当于总行营业部的经理。

影片开场，康老爷便宣布了对邱掌柜的处罚决定：长久以来

最被重用的邱掌柜，趁乡亲春荒时放高利贷，犯了晋商大忌，

辞出票号业，永不录用，“回家种地去，学会做人。”

邱掌柜的再次出现，是在天津分号挤兑平息之后，康老

爷亲自去田里接他回号，让他继续当掌柜。

康老爷教导康三爷：邱掌柜的才能远逊于戴掌柜，这是

可驭之处。事实果真如此吗？邱掌柜眼看大掌柜的位置无望，

终下狠心，与强盗合谋，劫了北京分号送回总号的银车，然

后携款潜逃。

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一直以来为人称道。东家出资，掌

柜经营；出资者取得“财股”，有一定资历和成绩的经营者

取得“身股”；在分配盈利时，“财股”和“身股”的享有

者都可以取得分红；在分担风险上，出资者要负担亏损风险，

经营者则不必承担损失。然而，掌柜一旦被辞退，“身股”

不能带走；即使能被其他票号录用，也很难再取得新东家信

任和高额报酬。既然规定明确，待遇优厚，邱掌柜还会作出

如此选择呢？

有不少人评价邱掌柜的行为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但我想这未免过于简单。倒是最近出的一本书，恐怕至少能

给出部分答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伯克利加州

大学教授乔治·阿克诺夫和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在《动

物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经济学家为何未能预

测金融危机？他们认为，人们没有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

理性的计算”，属于“人类本能行动”的“动物精神”在很

多时候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者的行动，不

完全依靠冷静的计算，有的时候更多凭借的是直感。

那么，邱掌柜的选择，是否也是如此呢？或许正如电影

旁白所说的，“只有到了遇到艰难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才面

对真实的自己，我们才定义自己”。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 刘平

向前一步
坦然坐到桌前来

很多时候，是你自

己退缩的，而不是被人挤

出去。

这是谢丽尔·桑德

伯格的《向前一步：女性，

工作及领导意志》带给我

最大的震撼。当时她接待

一批客人，男客人们都理

所当然坐到最大的会议桌

前，而 4 位女性随从人

员却只是坐在房间一侧。

谢丽尔示意她们坐到桌前

来，为表欢迎她还特意当

众招手示意，但那几位女士犹豫半天，还是留在原来的座位

上没有动。这个故事太常见，在会议室里开会的时候，姐妹

们每每上演这一幕，以至于会议主持人调侃坐在后面的人要

增加1000万的销售任务，大家顿时飞鸟状聚拢到桌边。所以

看到这里，我并没有预期谢丽尔会有什么高见。事后她对她

们说“即便没有受到邀请，她们也应当坐到桌前来，而当别

人公开欢迎自己时，她们更应该主动参与。”

“即便没有受到邀请，她们也应当坐到桌前来”这句话，

这是整本书的精华，绝不止于对女性。当我们的内心是矛盾的，

挣扎的，就会永远希望自己被发现，被选择。但自己身处牢

笼中，看到的是武力和对抗，对他人的评断就越多，而对自

身的束缚越多，自身越在牢笼之中。为何不尝试一下，走到

阳光下，坦然坐到桌前来？！

这无疑印证了心理学界流行的一句话：心理问题跟感冒

一样随处可见。无论我们是身处人生的哪一阶段，无论顺境

或逆境。无论我们是在工作、学习还是生活中，无论物喜或

己悲，都要坦然坐到桌前来，学会调适自己的心理状态。学

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人生成功的不二法宝。越是身处高位，

忙碌而紧张的环境，越是应该如此。

亚当 .斯密曾把市场比喻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财

富管理这个职业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可以发挥怎样的效率呢？

远观围城之外，光鲜的职业形象以及诱人的收入不断地吸引

高素质人才的进入；近睹围城之内，不断增加的人才又在不

同程度上导致了这个行业的竞争。

听，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大浪淘沙的结果是惟有强者才能

适者生存。在财富管理领域，坦然坐到桌前来的强者不仅需

要强大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关系，更需要一颗坚强的内心。正

如派克所言，惟有成熟的心智才能勇于面对困难。当我们坦

然地坐到桌前来，在酸甜苦辣的职业生涯中接受挑战，愈挫

愈勇，最终将迎来成功的曙光。

看，坦然坐到桌前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最需要做的就是接纳当下的自己，接纳不完美的开始。完成

永远胜过完美，惟有勇于接纳，承认自己的不足，才能摆正

心态，不在各种负面情绪中消耗能量，并以积极的心态努力

钻研专业知识，打磨沟通技能，努力拓展人脉。

向前一步走，坦然坐到桌前来，正视永远比逃避来得宝

贵和勇敢。向前一步，坦然面对，减轻在职场中经历的种种“心

理重负”，达到心智的成熟，并最终在财富管理的职业道路

上越走越远。

长安财富中心私人银行九部  曲燕婷

1、秋天的柿子，富平即景。 证券业务管理部  刘兴文
2、璀璨     办公室   白伏波
3、秋意     办公室  孟宇
4、宁静的德国小镇。 长安财富综合部    邱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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