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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子公司“固收+”产品分析

研究员 刘崇宇

摘要：

“固收+”凭借“收益稳健”的优势，在资管新规发布后成为保

本保收益型产品的绝佳替代品，受到了各发行机构的青睐，近年来获

得了快速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各理财子公司热衷发行的首选产品。截

至 2021年 1月 10日，有 19家理财子公司合计发行“固收+”理财产

品 1,379支，规模高达 5,876亿元。

联合智评研究发现：理财子公司所发行“固收+”理财产品与传

统固收类产品相比，具有收益率较高、募集规模趋大、长周期封闭式

运作等特点。与此同时，理财子公司受自身经营定位和投研能力的不

同，导致各自“固收+”产品的投资策略差异较大，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主要表现为：

1．大型理财子公司凭自身较强的投研能力，所发行的“固收+”

产品不仅种类和数量较多，且投资策略丰富；中小理财子公司虽产品

数量和策略种类较少，但不甘落后正积极布局和追赶，预计理财产品

的未来市场竞争将愈发激烈。

2．头部理财子公司对客户的关注度正在从高收入人群向中低收

入人群的延伸，其产品覆盖面越来越广；而中小机构的市场份额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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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萎缩，未来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

关注及建议：

“固收”+产品虽自带高收益的光芒，但同时也暗藏更大损失的

风险。“固收”+产品因投资于权益类和衍生品资产，平均收益率较固

收类产品有所提高，但并非所有“固收+”产品的收益率均能跑赢固

收类产品。发行机构在进行产品选择时，应该根据自身投研能力和擅

长的领域，选择适合自身的产品模式，精心操作以获取最大的投资收

益；投资人在面对“固收+”产品时需认真辨别，尽量选择投研能力

较强，与自身的风险喜好相匹配的产品，切莫盲目跟投，避免大的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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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认识“固收+”

什么是“固收+”，所谓“固收+”是相对“固收”而言。“固收”

通常是指资金全部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产品。顾名思义，“固收

+”就是固收增强，即在投资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基础上，同时又投资

于权益类资产、金融衍生品资产，以实现收益的增厚。

联合智评关于“固收+”理财产品的定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

资比例不低于 80%，同时，权益类资产或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的

投资比例大于 0 不高于 20%；或产品名称中含有“固收增强”“强债”

等字样的理财产品。

“固收+”产品早已出现多年，但在 2018 年 4 月 27 日《关于规

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出

台后才得到快速增长。一方面，资管新规要求理财产品打破刚兑、完

成产品净值化改造的要求，导致了保本保收益型产品逐步消失，具有

稳定高收益的理财产品越来越少，追求稳定收益的投资者转向其他理

财产品；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国内利率长期下行，

固收产品实现稳健高收益的难度越来越大，市场中迫切寻求相应的替

代产品。

而“固收+”产品采用“固收打底+权益类资产、金融衍生品高收

益资产”的投资策略，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具有稳中求进、

回撤小的特征，不但迎合了稳健型投资者的需求，同时也解决了固收

类产品收益率下降的问题，因此得到了发行机构和投资者的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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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收+”中的“固收”部分以实现绝对收益为目标，投资范围

包括货币类资产、标准化债权类资产、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在内的固

定收益类资产，“+”部分则以增厚收益为目标，主要投资高收益的权

益类资产和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

从现有“固收+”产品来看，固收部分所采用的投资策略包括：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信用策略、持有到期策略、久期策略、收益率曲

线策略、债券选择策略、利差策略等；“+”部分的投资策略以增厚收

益、风险对冲为主，涉及“固收+权益”“固收+衍生品”“固收+权

益+衍生品”等三种形式，但具体投向多元化，包括但不限于股票、

打新股、定增、FOF、可转债、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较高风险的权

益类、商品及衍生品，且整体配置较为灵活。

二、 理财子公司“固收+”产品特点

1. 热衷于“固收+”新发，但两极分化严重

据联合智评显示，截至 2021 年 1 月 10 日，有 19 家理财子公司

发行有“固收+”产品，包括 6家国有理财子、12家股份制理财子和

1家农商行理财子，合计发行 1,379支。

从发行数量来看，工银理财、建信理财、交银理财发行数量均超

过 200 支，位列第一梯队；中银理财、宁银理财发行数量在 100~200

支，位列第二梯队；招银理财和兴银理财发行数量在 50~100支，位

列第三梯队；其余理财子公司发行数量小于 50支，位列第四梯队。

前五大机构“固收+”产品发行数量合计 1,105支，合计占比 80.13%，

http://data.eastmoney.com/xg/xg/dxsy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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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较高水平。

从“固收+”产品占比
1
情况来看，国有理财子中交银理财最高、

农银理财最低，分别为 92.59%和 7.35%；股份制理财子中最低为

25.00%、最高为 100.00%，有 5家超过 80%、3家为 25%；农商行理

财子仅有渝农商理财 1家，发行“固收+”产品 5支，“固收+”占比

为 22.73%。

图1 理财子公司“固收+”产品数量（支）

1 “固收+”产品占比=“固收+”产品与全部产品数量之比，计算公式：“固收+”产品数量/全部产品数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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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图2 理财子公司“固收+”产品占比（%）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整体来看，不同机构之间的“固收+”产品数量及占比差异显著，

头部效应明显，两极分化较为严重；排除成立时间较短的因素外，一

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各机构在投研能力和发行能力上的差距。

2. 申购起点下行，长尾客户的关注度在提高

从申购起点来看，“固收+”产品最低为 1元、最高为 1亿元，与

固收类产品的分布较为类似。其中，固收类产品的前五大申购起点分

别为 1 元、5,000 元、1 万元、50 万元和 100 万元，1 元申购产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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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
2
为 42.89%，前五大申购起点集中度为 84.62%；“固收+”产品的

前五大申购起点分别为 1元、100 元、1万元、50 万元和 600 万元，1

元申购产品集中度为 46.63%、前五大申购起点集中度为 86.08%。相

较固收类产品，“固收+”产品申购起点的结构有所调整，单一集中度

和前五大集中度均有进一步提高。

图3 固收类产品与“固收+”产品申购起点分布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从发行机构来看，目前仅有招银理财、南银理财、苏银理财等三

家理财子公司尚未发行有 1元申购的“固收+”产品，但均发行有相

2 1 元申购产品集中度=1 元申购产品数量/全部产品数量*100%，前五大申购产品集中度=前五大产品数量/全部产品数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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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固收类产品，因此未来发行 1元申购“固收+”产品的可能性极

大。

整体来看，理财子公司新发产品的申购起点超低，正在积极布局

长尾客户，中小机构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3. 注重长期稳定收益，倾向长期限封闭式运作

截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固收+”理财产品中封闭式产品 847 支、

开放式产品 532 支，封闭式占比为 61.42%，整体占比高于开放式产品。

其中占比最高的前五家理财子公司及占比情况分别为：建信理财

94.66%、宁银理财 87.72%、中银理财 80.63%、工银理财 79.51%、杭

银理财 75.00%。开放式产品中最短持有期大于 90天产品占有 77.67%，

可以看作半封闭式产品。“固收+”理财产品中封闭式产品整体占比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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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固收+”产品运作模式及整体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从产品投资期限来看，理财子公司“固收+”产品持有期限最短

为 7天、最长为 1849天，其中 1年及以上的产品占比合计为 76.30%，

整体投资期限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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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固收+”产品投最低持有期限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整体来看，“固收+”中封闭式产品整体占比较高，投资期限普遍

较长；在满足“禁止期限错配”监管要求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产品

收益水平，长期限封闭式运作已成为趋势。

4. 风险与收益对等，高风险带来高收益

从联合智评来看，理财子公司所发行固收类产品的风险等级涉及

一级、二级和三级等三种级别，其中以二级产品为主，其占比为

72.79%；反观“固收+”产品，仅涉及二级和三级两个级别，但三级

风险的产品占比为 56.39%，高于二级产品；“固收+”产品的风险等级

整体要高于固收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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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固收类产品与“固收+”产品的风险等级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表 1 不同类型业绩比较基准与测算收益率3对比情况

项目
单一数值

型
范围型下限 范围型上限

固收类产品

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4.26 3.72 4.35

平均测算收益率（%） 4.07 3.43 3.43

超额收益4（%） -0.19 -0.29 -0.92

“固收+”

产品

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4.24 3.69 4.76

平均测算收益率（%） 4.83 4.11 4.11

超额收益（%） 0.59 0.42 -0.65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3测算收益率：根据理财产品的历史收益表现和业绩比较基准情况，测算出的投资者持有该产品一个投资周期可能获得的年化收益率。
4 超额收益=平均测算收益率-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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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收+”产品在风险等级提高的同时，整体收益表现要好于固

收产品。从联合智评来看，截至 2021年 1月 10日，业绩比较基准为

单一数值型的，固收类产品平均测算收益率为 4.07%，低于平均业绩

比较基准 4.26%，“固收+”产品平均测算收益率为 4.83%，高于平均

业绩比较基准 4.24%；业绩比较基准为范围型的，固收类产品平均测

算收益率为 3.43%，低于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下限 3.72%，而“固收+”

产品平均测算收益率为 4.11%，高于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下限 3.69%；

但低于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上限 4.76%。

整体来看，“固收+”产品的风险等级高于固收类产品，且能够实

现较高的收益率，风险与收益实现了基本对等。

5. 募集规模破百亿，经营模式在转变

图8 近年来“固收+”产品最大募集规模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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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的募集规模近年来虽一直呈上升趋势但很少能够

突破百亿，而 2020 年以来却出现了募集规模过百亿的产品，“固收+”

产品中也出现了百亿级的产品，如华夏理财的固定收益增强型半年定

开理财产品 1号募集规模高达 190.09 亿元。该产品于 2021 年 1 月 5

日成立，申购起点 1元，最短投资期限 180 天，内部评级二级，业绩

比较基准 4.2%，固定管理费 0.52%，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 50%作为超

额管理费。

整体来看，“固收+”产品募集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体现了客

户对产品的认可，另一方面反映了在净值化转型的过程中，发行机构

对经营模式的不断探索；未来通过扩大资产管理规模，提高管理费收

入的经营模式，预计将成为发展趋势。

三、 理财子公司“固收+”投资策略分析

1. 工银理财：全面开花、激进前行

工银理财发行的“固收+”产品数量最多，涉及鑫得利、鑫稳利、

鑫添益、恒睿、全球、月聚月盈、日升月恒等多个系列产品，“+”部

分采用的投资策略包括：灵活配置策略、市场轮动策略、套利策略、

对冲策略、量化策略等策略，权益类资产、商品及衍生品的投资范围

包括：境内外股票、QDII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型基金（含 ETF、LOF

基金）、股指联动股指基金、混合型基金、商品型及金融衍生品证券

投资基金、股权类资产、股指期货、商品期货、国债期货、交易所期

货、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的黄金现货合约、利率互换工具、利率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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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大宗商品、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等。工银理财“固收+”产品涉

及产品系列广、数量多，投资策略多样，投资种类广泛，体现了强大

的投研能力和产品发行能力。

表3 工银理财“固收+”投资策略及投资范围

产品系列 投资策略 投资范围

鑫得利
大类资产配置+对冲策

略、量化策略

债券借贷、股票及股票型基金、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证券投资基

金、商品型证券投资基金 ETF、利率

互换、国债期货、股指期货、商品期

货、信用风险缓释工具

鑫稳利

大类资产配置+套利策

略、对冲策略、量化策

略

联动股指相关的公募基金、期货

鑫添益

固收打底+对冲策略、

期现套利策略、跨期套

利策略、跨品种套利策

略

股票型基金、国债期货工具、利率互

换工具、信用风险缓释凭证、资产管

理计划

恒睿
大类资产配置+量化策

略投资
股票、公募基金、期货

全球 --
境内外股票、股票型基金（含 ETF、

LOF基金）、公募基金、混合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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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投资策略 投资范围

股权类资产、商品型基金、大宗商品、

金融衍生工具、期货、QDII证券投资

基金

月聚月盈
大类资产配置+市场轮

动策略

股票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QDII证券投资基金

日升月恒
大类资产配置+灵活配

置策略、量化策略

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QDII

基金、商品型基金、上海黄金交易所

交易的黄金现货合约、大宗商品、金

融衍生工具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2. 建信理财：产品丰富、策略多样

建信理财“固收+”产品的发行规模仅次于工银理财，“固收+”

产品占比仅小于交银理财。建信理财“固收+”的投资策略丰富，基

本涵盖目前所有投资策略，权益类、商品及衍生品的投资范围包括：

股票、股票基金、商品类基金、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商品期货、股

票期权、商品期权、个股期权、利率互换、可转换债券等。建信理财

整体产品线较为丰富，投资策略较为多样，投研能力与发行能力和工

银理财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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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建信理财“固收+”投资策略及投资范围

产品系列 投资范围

诚益定增 股票、股票基金、股指期货、个股期权

龙鑫 利率互换、国债期货、可转换债券

睿福 股票、股票基金、国债期货、股指期货、股票期权、商品期

货睿吉

福星
股票、股票基金、国债期货、股指期货、股指期权、股票期

权、商品期权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3. 交银理财：产品多样、稳中有进

交银理财在国有理财子中“固收+”产品占比最高，涉及产品系

列较多，“+”部分的投资策略以固收打底+对冲策略为主，权益类资

产、商品及衍生品的投资范围包括：股票、定向增发、新股申购、优

先股、股票基金、混合基金、混合型非偏债基金、混合型基金、房地

产信托、存托凭证、远期互换、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结构化产品优先

级、金融资产受益权/收益权、可转债、期货期权、衍生品投资等。交

银理财在国有理财中虽“固收+”产品的占比最高，但整体投资策略

以稳健为主。

表5 交银理财“固收+”产品系列及投资范围

产品系列 投资策略 投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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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投资策略 投资范围

博享

长三角

固收资产+权益+衍

生品+对冲策略

股票、定向增发、房地产信托、存托

凭证、混合型非偏债基金、混合型基

金、股票型基金、期货期权、远期互

换

得利宝

多元策略

固收资产+权益+衍

生品+对冲策略

股票、新股申购、优先股、定向增发、

金融资产受益权/收益权、结构化产

品优先级、并购重组私募债、商品期

货、国债期货、股指期货、利率互换、

对冲基金

得利宝

价值精选

固收资产+权益+衍

生品+量化策略

股票、股票基金、新股申购、新股基

金、混合基金、可转债、可交换债、

优先股、定向增发

得利宝

债券增强
大类资产配置+权益 股票、定向增发、优先股

稳享

大湾区

固收资产+权益+衍

生品+对冲策略

股票、优先股、股票基金、定向增发、

金融衍生品

稳享

固收增强

固收资产+权益+衍

生品

股票、优先股、定向增发、期货期权、

远期互换、房地产信托、存托凭证、

股票型公募基金、混合型公募基金、

商品基金

稳享

多元策略

固收资产+权益+衍

生品

稳享 固收资产+优先股 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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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投资策略 投资范围

固收精选

稳享

精选资产

非标筑底+权益、衍

生品+周期轮动策略

优先股、期货期权、远期互换、信用

风险缓释工具、商品基金

稳享

全球精选

大类资产配置+资产

配置模型和风格轮

动模型

股票、优先股、定向增发、期货期权、

远期互换、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房地

产信托、存托凭证、股票型基金、混

合型基金、商品基金
稳享

债券增强

固收资产+权益、商

品及金融衍生品

沃德稳享

债券增强
固定收益+权益 股票、定向增发、优先股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4. 中银理财：多样主题、稳中求胜

中银理财“固收+”产品的发行规模和“固收+”产品占比，分别

位列交银理财和建信理财之后，目前“固收+”产品仅有“稳富”一

个系列，包括价值增强、资产轮动、粤港澳、长三角等四个主题，主

要采取“固收+权益+衍生品+对冲”的投资策略，权益类、商品及衍

生品的投资范围包括：可转债、可交换债、优先股、以风险对冲为目

的的国债期货、利率互换、股指期货、ETF期权、股指期权、境内外

混合型基金及股票型基金（包括 ETF基金、QDII基金、互认基金）。

中银理财“固收+”产品线略显单一，投资策略以对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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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中银理财“固收+”产品系列及投资范围

产品系列 投资范围

稳富

价值增强
可转债、可交换债、优先股，以风险对冲为目的的

国债期货、利率掉期、信用衍生工具、股指期货、

ETF期权、股指期权等

资产轮动

粤港澳

长三角

美元增强
境内外混合型基金及股票型基金，包括 ETF基金、

QDII基金、互认基金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5. 宁银理财：异军突起、仍需努力

宁银理财作为一家股份制理财子公司虽成立时间不长，但“固收

+”产品的发行数量却位列股份制理财子公司之首，包括惠添利、惠

私享、惠添利、晶耀、宁欣、沁宁等多个产品系列，投资策略采取“固

收+权益类+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形式，权益类、商品及衍生品的投

资范围包括股票、ETF、公募资产管理产品、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工

具等。宁银理财“固收+”产品涉及系列较多，但投资策略略显单一，

投资品种较少，投研能力仍需加强。

表7 宁银理财“固收+”产品系列及投资范围

产品系列 投资形式 投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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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投资形式 投资范围

惠添利

固收+权益、商品及金融衍生品
股票、ETF、公募资产管理产

品、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工具

惠私享

惠添利

晶耀

宁欣

沁宁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6. 招银理财：小试牛刀、潜力巨大

招银理财作为招商银行的理财子公司，全面继承了招商银行投研

能力和投资策略。招银理财虽“固收+”产品发行数量略少，但涉及

和投资策略产品较多，包括招睿、招智两大系列 10 大主题，固收资

产的投资比例不同于其他机构，包括 80%、90%和 95%三种，投资策

略以大类资产配置+量化对冲策略、固收打底+权益类+套利策略、固

收打底+衍生金融工具+套利策略等多种策略，投资范围包括：股票、

股票型基金、定向增发、权益类资产管理产品、国债期货、利率互换、

股指期货、FOF及其他各类股票策略工具、优先股、股票 ETF及其联

接基金等。招银理财“固收+”产品的试验性明显，涉及投资策略多

元，整体投资风格稳健，预计未来大规模发行“固收+”产品的可能

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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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招银理财“固收+”产品系列投资策略

产品系列 投资策略
固收
投资
比例

投资策略

招睿

颐养
大类资产配置+量化对冲

策略
80%

大类资产配置+量化
对冲策略

卓远 固收+权益类+套利策略
固收+权益类+套利

策略

月添利
固收打底+权益类+套利策

略
90%

固收打底+权益类+
套利策略

季添利
固收打底+衍生金融

工具+套利策略

季季开

固收打底+衍生金融工具+
套利策略

95% 固收打底+衍生金融
工具+套利策略

金鼎

金葵

青葵

增利

招智 睿远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7. 渝农商理财：数量较少、策略单一

渝农商理财目前仅有一个“固收+”系列产品，为江渝财富天添

金兴时系列产品，投资策略为固收+权益，投资范围包括混合基金、

股票基金、股票、交易所期货等。渝农商理财整体产品数量少，投资

策略单薄。

8. 资产集中度：差异较大、各有千秋

理财子公司虽均发行了“固收+”理财产品，但在实际投资中的



信用科技驱动资管业务发展

20

表现差异巨大。从前十大资产集中度来看，工银理财和宁银理财的集

中度最高，其中工银理财的集中度区间在 85.5%~100%，且以 100%居

多，宁银理财集中度区间在 77.45%~100%，均处于较高水平。与此同

时，中银理财、招银理财和交银理财的前十大资产集中度较为分散，

其中：中银理财集中度区间为 18.3%~67.67%，招银理财集中度区间

为 31.84%~88.70%，交银理财集中度区间为 18.65%~95.8%。

图 9 主要理财子公司前十大资产集中度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整体来看，各理财子公司实际的投资策略差异较大，前十大底层

资产集中度基本反映出了各自的投资风格。其中：工银理财、建信理

财的产品丰富、投资风格较为激进，交银理财、中银理财产品数量虽

多但投资风格稳健，招银理财投资策略多样但试验成份较高，宁银理

财的数量较多但投资模式单一，渝农商理财产品数量较少，投研能力

略显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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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风险常在，管理水平要求更高

图 10 2020年理财子公司“固收+”、固收产品收益达标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固收+”从长期来看确实为一种较好的投资策略，可以在不大

幅增加风险的前提下提升收益水平，但并不是每家机构的“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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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达标率5能够超过同期固收类产品。达标意味着产品的实际表现

要优于业绩比较基准。从联合智评统计来看，截至 2020年 1月 10日，

19家理财子公司中仅有 9家理财子公司的“固收+”产品的达标率超

过了固收类产品，另外 9家则未跑赢同期固收类产品。

“固收+”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权益类、金融衍生品资产的风险，

投资策略失误和市场波动是导致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中，发行机

构的投研能力与投资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直接决定着投资是否成

功；市场波动虽属于固有风险无法选择，但却可采用恰当的投资策略

降低不利影响。因此，“固收+”产品的达标率是综合反映发行机构

投研能力水平一个重要指标。

整体来看，“固收+”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暗藏风

险，发行机构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投研能力，才能达到控制风险增厚

收益的目标。

五、 未来发展

1. “固收+”将成为理财子公司发行的主力产品

理财子公司大多继承了原有母行的投研团队，所以较擅长固收类

资产的投资，对权益类和金融衍生品类的投研经验略有不足，整体对

“固收+”的研究基本还处于探索阶段。“固收+”作为一种创新型产

品，目前市场份额占比仍然较小，但凭借其在非保本理财中“风险相

对可控、收益相对有所提升”的特点，未来市场前景广阔。待发行机

5测算收益率大于等于单一数值型业绩比较基准或范围数量型业绩比较基准下限时为达标，反之为不达标。指数型和债

券型业绩比较基准产品未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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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投研能力提升之时，将是“固收+”产品飞速发展之际。

2. 两极分化加剧，中小机构生存更加困难

从整个资管市场来看，头部效应的趋势在逐年增强，头部机构的

产品不但覆盖了中高收入人群，而且还在向低收入人群扩展，逐步侵

蚀中小机构的生存基础。头部机构资本实力雄厚、投研能力较强、市

场知名度较高，中小机构对此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因此，中小机构未

来的市场空间将越来越小，与头部机构的差距也将越来越大，最终可

能将轮为头部机构的代销机构。

六、 结论

“固收+”产品承担着净值化转型和稳定客源的重任，凭借自身

“收益稳健”的优势，在资管新规发布后得到了快速发展，虽现有规

模仍然偏小但未来发展趋势向好，有望成为理财市场的主力产品。

风险与收益对等，然而风险管理却不易。“固收+”能成为赢得市

场的利器，也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各机构需谨慎而行。

理财子公司注重长期稳定的收益，倾向长期封闭式运作；头部机

构投研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竞争优势明显，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中小机构产品投研能力较弱，预计轮为代销机构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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