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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资产

证券化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资产证券化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资产证券化行业的现状、

中国资产证券化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资产证券化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资

产证券化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资产证券化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资

产证券化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6年相关数据显示，与基金专户及基金子公司专户对比，券商 资管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整体偏低，固定收益类产品略占优势，但权益类、基金类 及混合类产品运作能力较弱。此外

，与公募基金产品对比反映其权益类表现欠佳， 固收类产品相对占优。根据相关数据，

以2019年6月29日为统计时点，统计名单内 券商机构表现整体靠后。权益类排名中，除东方证

券资管表现出色，在一年期、两 年期、三年期的考核周期内居首位外，包括华融、东兴、浙

商等资管机构表现排名 均在中位以后。而券商资管在固收类产品表现相对占优，财通、浙商

两家券商资管 在近一年净值增长率进入前十排名。

     财富管理作为资产管理业务的下游分销渠道，对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有重要影 响。目前，

中国头部券商经纪业务纷纷转型财富管理，具有良好经纪业务 基础、较高客均资产的头部券

商，在资产管理业务发展中也具有相对优势。

     通过资产证券化产品探索&ldquo;非标转标&rdquo;，实现传统业务的优势转化。非标投资 

受约束下，发展资产证券化是转型方向之一。资产证券化产品可在公开平台转让， 兼具风险

评级机制，帮助实现识别与分类，更好地匹配投资收益与风险度，是&ldquo;非 标转

标&rdquo;下理想的业务转型模式。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目前开展进度较快，竞争 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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