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课 堂

【凡勃伦商品】

款式、材质差不多的一款眼镜架在普
通店里卖几百元，在高档商场却要上万元
的价格，还总会有人买。这些“天价”商品
在市场上走俏的原因是消费者往往通过

“炫耀性消费”来获得心理满足，彰显其地
位。这就出现一类定价越高，反而越受消

费者青睐的商品——凡勃伦商品。

【消费者剩余】

纽约大学教授马歇尔认为，买卖双方
都希望从交易中获利，买者的支付意愿减
去买者的实际支付量称为消费者剩余，又
称消费者净收益。消费者剩余让人有种

“占便宜”的感觉，当“占便宜感”很强烈时，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可能持续下去，直至购
买到“便宜感”减弱、消失为止。

【转移支付】

主要是指各级政府为解决财政失衡、

缩小贫困差距，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
移财政资金的活动。政府无偿地支付给
个人或下级政府，以增加其收入和购买
力，体现的是非市场性的分配关系。转移
支付包括政府对个人福利性质的转移支
付、企业的转移支付和政府间上级对下级
的转移支付。

★ 茶 座

【卖菜的学问】

一菜摊前有两堆菜。买：“这边多少

钱一斤？”答：“1 元。”再问：“那边呢？”答：
“1.5 元。”问：“为什么？”答：“那边的好一
些。”顾客买了 1.5 元的。后来摊主快速把
1 元的分成两堆，很快 1.5 元一斤的又都卖
光了！

【合作】

鱼汛至，老渔夫让三个儿子各驾一艘
漏船及 10 名帮工去捕鱼。老大全力修船，
补完漏洞后下水，然时不我待，鱼汛已过；
老二速下水全力捕鱼，但捕鱼太多，船沉水
中；老三下水，六人捕鱼，四人堵漏修船，满
载而归！

启示：要想不错失发展机会，又不至于
因缺陷导致失败，分工合作很重要。

【约束条件】

鱼说：我时时刻刻睁开眼睛，就是为
了能让你永远在我眼中！水说：我时时刻
刻 流 淌 不 息 ，就 是 为 了 能 永 远 把 你 拥
抱！锅说：都快熟了，还这么贫！

启示：约束条件变了，原来的收益一
下子都变成成本。生命如果架在锅上，成
本自然也就很高了。

（文/王 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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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银行：十年思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子源

清洁技术行业融资降温
本报记者 周 琳

五一小长假期间，北京的文物艺术
品春季拍卖拉开帷幕，让人目睹了古代
书画的超群魅力和人气。记者获悉，作
为今年北京春拍最早举槌的公司，中鸿
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 20 周年春
拍实现了 5.8 亿元的总成交额，同比增
幅高达 81.2％。在 23 个专场之中，“饕
餮——中国古代重要书画专场”单场贡
献 了 1.17 亿 元 的 成 交 额 ， 并 实 现 了
100%的成交率，体现了市场对古代书
画的追捧。

在北京首场春拍中，拔得头筹的拍
品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作品 《秋林烟霭
图》。“这幅画可以说是‘中国十大传世
名画’之一的 《富春山居图》 的姐妹
篇。”据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介
绍，这两幅画同属黄公望创作的长卷山
水画，且二者的创作年代、绘画手法和
画作内容都是相仿的。“黄公望不少作
品描绘的都是富春江景色，这些画以不
同形式、从不同角度来再现富春江。

《秋林烟霭图》 是以一步一景的方式描
绘了富春山秋天景色。可以说，这张画
不仅体现出了自身独立的创作性，同时
也是研究 《富春山居图》 一个重要的佐
证资料。”

在拍卖现场，《秋林烟霭图》 最终
以 3105 万元人民币 （含佣金） 成交。
此外，还有许多古代书画作品同样表现
不俗。例如，祝枝山的 《草书李白诗
卷》 以 1092 万元成交，曾被 《石渠宝
笈》 著录过的张若霭 《临李迪荔枝图
卷》 以 920 万元落槌，唐寅作品 《山亭
午翠图》 则拍得 782万元。

事实上，在去年的文物艺术品拍
卖 市 场 上 ， 古 代 书 画 就 曾 “ 大 出 风
头”，元代书画 《五王醉归图卷》 成交
价创出当年中国艺术品在全球的最高
成交纪录。整个古代书画版块全年成
交额增长了近 8 成，远远超过整个行
业成交额 13.33%的增长幅度。同时，
曾巩、宋克、夏圭、吴镇、恽寿平、
蒋廷锡等十多位古代书画家作品的拍
卖纪录先后被刷新，这对整个文物艺
术品拍卖市场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
的风向标。

由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与商务部流通
业发展司联合发布的 2016 拍卖业蓝皮
书—— 《2016 年中国拍卖行业经营状
况分析及 2017 年展望》 显示，2016 年
度 ， 10 家 样 本 公 司 中 国 书 画 共 成 交
123.85 亿 元 ， 其 中 古 代 书 画 占
37.77%，达 46.78 亿元，成交额较上年
增长 75.80%。在古代书画拍卖中，成
交价在 1000 万元以上的拍品数量竟与
近现代书画不相上下，仅 5000 万元以
上成交拍品就达 11 件 （套）。其中，有
4 件 （套） 拍品在 1 亿元以上，包括任
仁发的 《五王醉归图卷》、曾巩的 《局
事帖》、蒋廷锡的 《百种牡丹谱》、吴镇
的 《山窗听雨图》。

古代书画大放异彩的同时，佛教艺
术也成为了一大热门。2016 拍卖业蓝
皮书数据显示，2016 年度，10 家样本
公司共推出佛教相关艺术专场 20 个，
成 交 1061 件 （套）， 成 交 额 9.14 亿
元，较上年提升 29.83%，且年度内共
有三个专场成交超过亿元。

古代书画春拍受追捧
本报记者 李 哲

第三方股权投资研究机构投中研究
院日前发布最新的报告显示，2017 年
一季度清洁技术行业 VC/PE 融资案例
披露 4 起，融资总额为 1.44 亿美元。与
2016 年四季度相较融资案例数量下降
55.56%，融资规模下降 47.27%。

2017 年一季度清洁技术并购市场
宣布交易案例数量 35 起，交易规模共
计 31.71 亿美元，完成交易案例数量 15
起，完成交易规模 10.54 亿美元。整体
来看，清洁技术并购市场宣布交易案例
数量及完成交易案例数量均呈下降趋
势，并购市场活跃度降低。

2017 年一季度清洁技术行业 IPO
企业数量保持平稳增速，IPO 融资案例
共 4 起。2017 年一季度清洁技术行业
共 4 家企业实现 IPO，与 2016 年四季
度 相 较 上 升 33.33% ， IPO 融 资 规 模
1.67 亿美元，与 2016 年四季度相较下
降 41.64%。4 起 IPO 企业中，均为上交
所上市企业。

2017 年一季度国内清洁技术行业
VC/PE融资市场降温，融资交易数量及
规模双双回落。2017年一季度清洁技术
行业披露的 4 起融资案例分布于环保节
能以及电池与储能技术行业。其中，电
池与储能技术领域投资最为活跃，电池
与储能技术行业融资案例 2 起，以 1.37
亿美元的融资规模位居清洁技术行业细
分领域首位，融资金额占比 95%；环保
节能行业融资案例 2 起，融资总额 0.07
亿美元，融资金额占比仅为 5%。电池
与储能技术产业作为能源结构调整的支
撑产业和关键推手，在传统发电、输配
电、电力需求侧、辅助服务、新能源接
入等不同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盘点 2017 年一季度清洁技术行业
披露的重点 VC/PE 融资案例，融资规
模最大的企业为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
限公司 （比克动力），共获得 0.87 亿美
元。根据投中信息旗下金融数据产品
CVSource 统计显示，趵朴投资旗下基
金宁波赋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斥资 0.87 亿美元收购比克动力 6.67%股
权。比克动力是国内最早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锂电池供应商，在生活数码、新
能源汽车和后备储能多个领域提供领先
的电能解决方案。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
持下，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爆发式增
长，三元材料锂电池产业随之步入持续
快速的增长期。比克动力作为三元材料
锂电池行业具有显著竞争优势，客户遍
及国内多家知名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家，
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的盈利能
力。

此外，融资规模排在第二位的是拥
有领先动力锂电池技术的微宏动力系统

（湖州） 有限公司 （微宏动力系统） 的
0.51 亿美元融资，此轮投资方为众业
达新能源 （上海） 有限公司旗下海宁众
业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新能
源及新能源汽车行业，属于国家政策支
持的战略性新兴行业。微宏动力系统是
全球快速充电、长寿命与高安全锂离子
电池系统研发、设计以及生产的领导
者。微宏锂电池具有“快速充电、高安
全性、超长循环寿命”等显著优势。本
次投资，微宏动力系统领先的动力锂电
池技术与投资方成熟的新能源充电运营
系统相结合，有助于充分发挥双方的优
势，进一步拓展双方的新能源汽车充电
业务。

作为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服务，我国私
人银行业务已走过了 10 年发展历程。兴业银
行与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联合发布的《中国私
人银行 2017：十年蝶变、十年展望》（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截至目前，我国个人财富管理市
场规模已超 120 万亿元，中资商业银行的私人
银行客户总数已超 50 万户，管理客户资产近 8
万亿元。

但同时，市场环境、客户需求、经营格局也
快速发生变化：一方面，资产端收益率承压，财
富端仍在快速积累并渴求优质投资渠道；另一
方面，投资者的预期和偏好分化，守富、传富需
求上升。

下一个 10年，私人银行路向何方？

财富管理规模上百万亿元

2007 年，中国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合
作推出私人银行业务，标志着中资商业银行的
私人银行业务正式起航。

此后的 10 年被业界称为“黄十年”。首
先，快速积累的居民财富为私人银行业务提供
了“沃土”和“蓄水池”。波士顿咨询公司统计
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
规模已达 126 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预计到
2021年，这一规模有望达到 220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这一时期的高净值人
群有着区别于欧美成熟市场的“独特特征”：一
是追逐财富增值，二是财富管理自主性强。

《报告》显示，我国当前的高净值人群主要
是 1979 年改革开放后的产物，财富积累时间
最长不超过 40 年，其财富来源主要有二:一是
创办企业，二是资产价格上涨后的变现获利。
这些人群多集中于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
出生，在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下海经商，现在年
龄约为 40 岁至 60 岁，其创富经历决定了自身
的投资决策能力较强，对金融机构提供的财富
管理业务关注度较低。

正因如此，虽然十年间高净值人群的财富
规模激增，但私人银行的机构渗透率却相对较
低，“蓝海”由此备受关注，商业银行、信托公
司、券商、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纷纷“冲进”私
人银行业务。

在发展过程中，同质化凸显，大多数机构
把私人银行业务作为零售业务的“升级版”，也
就是说，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更优先的理财服
务、更好的网点环境、收益率更高的投资产品。

资本市场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双向拓展了
可投资产品的种类，为财富管理市场的成熟打
下基础。《报告》显示，2013 年至 2016 年，个人
投资私募基金的规模以超过 110%的年化速度
增长，达到 2.4 万亿元，备受高净值人群热捧。
目前，我国财富管理市场已形成了银行理财引
领，信托、保险、股票、基金等产品百花齐放的
配置组合。

转型十字路口

经过了十年的御风而行，私人银行正处在
转型的十字路口。《报告》显示，促使转型的主
要因素有三，即市场环境、客户需求、经营格局
均发生较大变化。

首先从市场环境看，资产端收益率承压，
财富端却仍在快速积累并渴求优质投资渠道，
投资机会供不应求成为常态。由此，投资者的
预期和偏好也随之发生变化，走低的投资回报
率和增多的风险事件促使投资者对风险收益

有了更深刻的认知，高净值客户一方面开始认
可专业金融机构提供的大类资产配置建议；另
一方面对投资回报率有了更加理性的预期，这
些变化都促使我国财富管理市场从“高速增长
期”转向“稳健积累期”。

其次从客户需求看，随着财富积累阶段的
变迁，高净值客户的结构生变，超高净值人群
逐步崛起，第二代财富人群、专业人才等新群
体也不断涌现。

客户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需求变化，最具
代表性的是财富管理目标分化，守富和传富需
求上升。过去 10 年，高净值人群以第一代企
业家为主，对于他们来说，财富增值、帮助企业
发展是首要目标。然而，随着存量财富不断积
累，部分高净值人群已走过“高速积累期”，开
始将财富安全和财富保障作为首要理财目标。

同时，客户的风险偏好也发生分化，从要
求“刚性兑付”过渡到“接受风险收益”；其财富
管理方式也发生转变，从推崇自主投资转向青
睐专业金融机构，从仅关注投资产品收益率转
向寻求资产配置建议与综合金融服务。

最后从经营格局看，混业经营正逐渐打破
各机构的经营边界，跨界竞争加剧。

“许多信托公司、券商正在着力建设高净
值客户专属服务团队，公募和私募基金也在积
极拓展自有销售渠道，探索专户资产管理和大
类资产配置服务。”波士顿咨询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对于传统的私人银行机构来说，这不仅
带来了客户分流压力，也促使其向价值链上游
发力，建设自有的资产获取、管理能力，从而避
免丧失服务客户的主动性和掌控力。

掌握全价值链能力

《报告》显示，在当前的市场、客户、竞争大
环境下，掌握资产端到财富端全价值链能力的
重要性凸显。

在财富管理的价值链上，从上游到下游分
别为资产获取、产品创设、投资顾问、产品销售

四个环节，前两者是私人银行机构的重要竞争
力。波士顿咨询公司调查显示，虽然高净值人
群的投资收益率预期在下降，但产品仍是客户
选择私人银行时的首要考量因素。

有了上游的竞争力，私人银行机构需要进
一步打造强大的产品平台，在此基础上培养大
类资产配置和专业投资顾问能力。随着刚性
兑付逐渐被打破，私人银行机构不能只局限于
提供比拼收益率的产品，更要提供能满足不同
风险收益偏好、跨市场的丰富产品类别，并且
用专业的投资顾问服务来吸引客户，为其创造
财富管理价值。

“近年来，各类金融机构争相建立‘大投
行、大资管、大财富’体系，正是希望打造从资
产端到财富端的全价值链能力。”兴业银行相
关负责人说。

那么，具体实现路径是什么？《报告》认为，
全价值链能力难以一蹴而就，各类机构可根据
自身资源禀赋，在能力搭建顺序、搭建手段上
灵活选择。

从搭建顺序方面看，商业银行等零售基础
强的机构，可以选择“投顾驱动型”路径，从财
富端能力开始，逐步向资产端的上游能力挺
进；对于券商、信托公司等资管与投行基础强
的机构来说，可选择“资管驱动型”路径，从资
产管理端能力开始，逐步向财富端的下游能力
延伸。

从搭建手段方面看，有内部自建、构建平
台两种选择。具体来看，自建方式能够对资
源和能力实现最强的掌控，但需要大量培养
人才；构建平台虽然在掌控力上存在不足，但
如果辅以适合的体制机制，则能够通过杠杆
作用撬动更多资源，形成合力，推动业务快速
发展。

“对于大中型金融机构而言，建议构建平
台化模式，充分利用机构内、集团内、外部合作
伙伴的资源，为私人银行客户提供全面、综合
的产品与服务。”波士顿咨询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