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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信披！38家机构理财信披状况大调查

研究员 李慕紫 郝励

摘要：

2021年 5月 21日，银保监会公布了一批监管处罚公告，其中包

括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及渤海银行等全国行在内的 8家银

行以领取罚单金额总计超过 3.7亿而受到市场关注。联合智评对公告

进行梳理发现，不少机构违规事由涉及理财信披不到位，理财信披问

题成违规重灾区。

联合智评对 38 家机构（含 20 家开业理财公司）的理财信披情

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机构在理财信披上主要存在以下违规问题：

1、理财成立公告不及时披露。9家机构不能做到按监管规定时

间披露理财成立公告，其中股份行理财成立公告披露及时性最差。

2、未披露理财业务整体情况。近一半机构未披露其理财业务整

体情况。

3、未按时披露理财产品定期报告。国有行和理财公司在定期报

告披露及时性上表现较差。

4、理财定期报告中不按规定披露前十大底层资产配置情况。尽

管被调研机构在底层资产信息披露上表现较好，但是仍有部分机构未

能按规定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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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理财净值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完整。其中，理财公司产品净

值信息披露及时性和国有行理财产品净值信息披露完整性较差。

6、理财产品到期信息披露不合规。包括不及时披露理财产品到

期信息，披露信息不包括收益兑付情况，披露信息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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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对于监管和投资者及市场其他参与者而言，

都具有重要意义，成熟的信息披露机制可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知情

权，可以降低银行理财业务人员的内部操作风险，减少银行声誉风险

事件发生，更是监管机构扫除监管盲区，履行审慎监管职责必不可少

的条件。

当前，尽管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对于银行理财的信息披露规范

都作了相较以往更为细致的规范。但是，由于信息披露标准不统一、

信披渠道建设缺乏合理规划，面向投资端的信息披露情况仍不容乐

观。

联合智评收录了全市场理财公开数据，对于理财信披现状可从

数据角度进行统计分析，并发布了《银行理财需要披露哪些内容？》、

《不同视角下的银行理财信披意义》、《银行理财信披现状》等理财

信披系列专题文章。

本报告以 18家全国性银行和 20家开业的理财公司为样本，对

其信息披露渠道和发行的公募理财产品的重要公告披露情况进行调

查。窥斑以见豹，希望未来行业信息披露能更加透明规范，让投资者

的知情权得以最大限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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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8家机构信披渠道建设情况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理财新规”）

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在本行营业网点或官方网站建立理财产品信息查

询平台，收录全部在售及存续期内公募理财产品的基本信息。

上述理财新规对覆盖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公募理财信披渠道进行

了规定，尽管可由银行选择本行营业网点或官方网站作为信披渠道，

但是从投资者获取信息便捷性角度考虑，无疑通过官方网站作为信披

渠道是最符合投资者需求的。

另外，信披的目的是为了让投资者及时知悉理财相关信息，仅

在官方网站开设信披专栏虽符合监管要求，但是如果信披专栏设置位

置隐蔽，或者信披专栏内容不易于搜索，信披实质上也只是流于形式。

联合智评对 38家机构是否在官方网站开设信披专栏、信披内容

是否易于搜索及信披渠道的丰富度三个维度进行了调研，发现 38家

机构在本行官方网站都开设了理财信披专栏，超过一半机构理财信息

披露易得性表现一般，在信披渠道丰富度上更是绝大部分机构都表现

一般。值得称赞的是，招商银行与招银理财，其在信披渠道建设整体

表现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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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8 家机构理财信息披露易得性评估结果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备注：理财信披易得性评估标准为 1）好指有互联网信披专栏且信披内容

可分类搜索；2）一般指有互联网信披专栏但信披内容不可搜索；3）差指有

互联网信披专栏但专栏设置隐蔽不易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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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8 家机构理财信披渠道丰富度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备注：理财信披渠道丰富度评估标准为 1）好指有三个（含）以上的互联

网理财信披渠道（包括银行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小程序、官方微信公众号等）；

2）一般指有互联网理财信披渠道但渠道不足三个。

三、理财产品募集规模披露情况

理财新规规定理财发行机构应当在公募理财产品成立后5个工作

日内发布成立公告，成立公告包含理财产品成立日期和募集规模。从

联合智评对 38家机构在成立信息披露情况统计结果看，有 23%的机

构不能及时披露理财产品成立公告，成立信息披露及时性有待提升；

在成立公告信披内容完整度上，绝大部分发行机构披露的成立公告中

都包含理财产品的实际募集规模，成立信息披露完整度高。

此外，国有行在成立公告披露及时性和完整性上整体表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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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符合监管要求。

图 3 38 家机构理财成立信息披露调查统计结果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四、38家机构理财业务定期披露情况

理财新规规定，理财发行机构应当定期发布理财产品运行报告，

发布频率及披露内容要求如下：

信披指标 信披时间 信披内容

理财业务

整体情况
半年/次

当期发行和到期的理财产品类型、数量和

金额、期末存续理财产品数量和金额，列

明各类理财产品的占比及其变化情况，以

及理财产品直接和间接投资的资产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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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占比等信息。

定期报告

季度报
季末后 15 个

工作日内

理财产品的存续规模、收益表现，并分别

列示直接和间接投资的资产种类、投资比

例、投资组合的流动性风险分析，以及前

十项资产具体名称、规模和比例等。开放

式公募理财产品，还需披露该产品在季度、

半年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的份额净

值、份额累计净值和资产净值。

半年报
半年末后 60

个工作日内

年报
年末后 90 个

工作日内

联合智评整理

备注：理财产品成立不足90日或者剩余存续期不超过90日的，商业银行可以

不编制理财产品当期的季度、半年和年度报告。

1．理财业务整体情况披露不佳

根据联合智评调研发现，38家机构中，能够每半年披露其从事

理财业务活动有关信息的机构有 21家，占比为 55%，还有将近一半

机构未披露其理财业务整体情况。披露及时性整体表现较差，一般是

本年度年中才披露上一年度下半年理财业务整体情况。在披露内容完

整性上，工银理财的理财业务整体情况披露维度完整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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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8 家机构理财业务整体情况披露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2．国有行定期报告披露及时性差

理财新规对于理财产品的运作要求按照季度、半年和年度三个

频率向投资者提供理财产品定期报告，并且对定期报告的披露时间规

定了明确要求。但是，从联合智评调研统计的结果看，在季度报告披

露及时性上，国有行整体表现欠佳；在半年度和年度报告披露及时性

上，国有行和理财公司未及时披露的机构数量占同类机构比例较大，

整体表现较差。

对于未能及时发布定期报告的产品，其信披滞后性长短不一，

季度报告部分机构会延迟一个月以上披露，年报滞后性最高，最长有

延迟四个多月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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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8 家机构理财产品季度报告披露及时性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图 6 38 家机构理财产品半年报披露及时性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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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38 家机构理财产品年报披露及时性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3．理财公司底层资产披露表现最好

对于投资者及市场更关心的理财产品底层资产配置情况，理财

新规规定要求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理财产品的前十项资产具体名称、规

模和比例。联合智评收录了全市场公募理财产品已披露的底层资产信

息，其中，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5月 31日成立的理财产品底

层资产种类有 16,403条，38家调研机构披露的理财产品底层资产种

类有 8,376条，占比 51.06%，间接反映出这 38家机构的理财产品底

层资产信息披露情况相较城农商行更好。

联合智评以定期报告是否披露前十大底层资产信息为标准，对

38家机构的定期报告中的底层资产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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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底层信息披露情况最好。

图 8 38 家机构理财产品前十大底层资产信息披露情况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五、理财产品净值信披情况

理财新规规定除部分特殊产品外，要求新发理财产品实施净值

化管理。同时，对于开放式公募理财产品要求每个开放日后 2日内披

露产品在开放日的份额净值、份额累计净值；对于封闭式公募理财产

品要求至少每周向投资者披露一次产品的资产净值和份额净值。

理财产品净值信息公布的及时性和完整性有助于投资者准确判

断理财产品的运作情况，对其投资决策影响较大。理财产品净值信息

披露水平是理财产品整体信披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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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合智评对 38家机构的净值型理财产品的信披调查结果看，

整体表现较好。其中，股份行表现最优，其次为理财公司，国有行在

净值披露完整性（份额累计净值）上有待提升。

图 9 38 家机构净值型理财产品净值信息披露情况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六、理财产品到期信披情况

理财新规要求理财产品终止后 5 个工作日内应当向投资者披露

理财产品的存续期限、终止日期、收费情况和收益分配情况等。理财

产品到期信息披露有两个重要评估指标，包括到期公告披露的及时性

和到期理财产品收益兑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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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统计结果看，国有行和股份行在到期产品信息披露及时

性上做得较好，理财公司有 4 家机构未能做到及时披露到期产品信

息。在到期产品收益兑付披露情况看，38家机构整体表现一般，不

披露到期收益兑付情况的各类型机构占比均较大。

图 10 38 家机构理财产品到期信息披露及时性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备注：有两家理财公司因开业时间较短，尚未有理财产品到期，故未纳

入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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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38 家机构到期产品收益兑付信披情况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联合智评

备注：有两家理财公司因开业时间较短，尚未有理财产品到期，故未纳

入统计范围。

七、结语

本报告主要对 38家理财发行机构的理财产品在信披及时性和完

整性上进行重点调查评估，实际上，除了信披及时性和完整性，监管

对于理财发行机构在信披上还有准确性要求，联合智评在理财数据收

录过程中就发现部分机构在信披准确性上有待提升。

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水平可反映出该类产品的市场发展成熟

度，历经 17年发展的银行理财，在信息披露上与公募基金相比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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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距。随着资管新规及理财相关的配套监管文件的实施，投资者

和理财市场从业者对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要求标准将会越来越高，相

信监管部门对于理财产品的信披标准将会有统一的监管要求。

同时，作为一家深度聚焦理财数据服务的平台，联合智评将依

托自有数据库中所收纳的全市场理财数据，对各机构理财信披状况进

行监测跟踪，并发布相应专题研究报告。我们期待理财行业能尽早步

入更加规范化信披的发展阶段，让投资者的金融消费权益得到切实有

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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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联合智评

获取更多资管报告

客服电话：400-888-7206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用户参考使用，不构成任何理财投资建议，不能作为用户

投资研究决策的依据，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

证，无论是否已经明示或者暗示。

本报告不得视为联信智评对用户的任何担保承诺，对于报告导致的任

何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投资盈亏等后果，联信智评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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