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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非常商道

私人银行

不在银行本部

“我们的客户至少是拥有千

万金融资产的，每个人家里可能

都要比银行好，因此我们不要求

多奢华，而是尽量舒适和隐秘。”

23日，记者与招商银行私人

银行(青岛)中心总经理籍彤约好，

要去探秘一下这个青岛最早的私

人银行。记者了解到，为了给客户

营造私密、安全、舒适的环境，私

人银行并不在招行大厦里，而是

选址在了香港中路一家高档写字
楼里。“主要是不临街，别的没有

任何要求。”籍彤说。

23日，记者踏入招商银行私

人银行，隐秘感由心而生。阳光透

过落地窗照射进来，奥帆中心海

域一览无余，厚厚的地毯、舒服的

沙发、青花瓷座椅，搭配上欧式家

具和沉稳的油画，给人一种舒适

的感觉。端起一杯咖啡、红茶或者

饮料，静静地品尝，眺望着奥帆中

心海景，忘却外界喧嚣的纷扰，让

人感觉心底的宁静，也感到内心
的隐秘。

私人银行大门敞开，没有彪
形大汉样的保镖，只有两名穿着
紫色套装、带着甜美笑容的女工

作人员。她们客气而稍显生疏的

询问，“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
的，有预约吗？”

等待几十秒后，记者跟随工

作人员进入籍彤的办公室，面积

并不很大，却干净明亮，让人觉得

舒服也觉得踏实。

记者了解到，岛城其他私人

银行装修也都不一般，中国银行
山东分行私人银行设在49楼，除

了装修考究，还有旋转餐厅，让人

感觉像五星级酒店。

“我们的客户至少是拥有千

万金融资产的，每个人家里可能

都要比银行好，因此我们不要求

多奢华，而是尽量舒适和隐秘。”

籍彤说。

净资产千万

才能进

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可以进

入私人银行，“我们对客户也有选

择，比如看一下背景等。”

记者了解到，招行之所以设

置私人银行（青岛）中心，是因为
千万净资产以上客户超过一百

人，“省内其他地区也都有私人银
行，只是客户数量未超过这个标
准，所以青岛先设立了中心。”籍

彤说，私人银行的门槛是个人月

均拥有千万金融资产，包括基金、

保险、现金等。

招商银行是最早在青岛开始

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私人银行

青岛中心去年7月正式挂牌成立。

从2003年开始，招行为50万元以

上客户开设贵宾区，随着经济增

长，有钱人越来越多，2009年7月

份，当招行千万资产以上客户达
到100人时，就从各个支行集中起

来，开设了私人银行，目前客户增

至180多人。

“其实刚开始有客户来时，也

不清楚私人银行是做什么的。”籍

彤说，有的客户以为加入私人银

行，就可以“牟取暴利”，“私人银

行不是赚钱的，而是帮助客户护

财。”籍彤说。“我们的客户都是本

地人，也有一些是省内其他城市

的，但是已经在青岛定居了。我们

原则上不接纳外地客户，因为我
们怕距离使得服务不到位。”籍彤

说。这180多名客户，男女比例比
较均衡，不过有一些是男士赚钱，

让太太来打理资产的。

这些有钱人多是私营企业老

总，通常经历了一个资本积累过

程，大部分来自于青岛本地的传

统行业，如外贸、航运、水产品加

工和纺织服装业，也有几名律师。

因为对投资理财不了解或不专

业，而愿意把钱交给私人银行的

专业经理人来帮忙打理。

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可以进

入私人银行的，记者采访发现，虽

然各家银行有门槛，但是过了门

槛也不一定会成为客户。“我们对

客户也有选择，比如看一下背景

等。”籍彤说。

客户经理

成为客户“朋友”

客户把千万家产交给陌生人

打理，这也需要双方之间的信任，

“有些客户在交往中，真的能成为

非常好的朋友，比如客户经理会

帮他们接孩子，甚至把孩子送到

医院看病。”

记者了解到，招行180多名客

户的私人银行，只有3名客户经理

负责。客户经理一天的工作量非

常大，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多。每天

早晨8点，他们会到办公室，对前

一天的市场进行分析，从股市、外

汇、期货市场，到国家信贷政策、

经济调控政策等都要分析到。“这

是基本功，作为客户经理必须保
持对市场的高度敏感。”籍彤说，

而这些工作通常是在前一天晚上

做好资料收集的。

接下来他们要对客户的重要
活动进行梳理，做客户维护工作，

比如在客户的生日、客户家人

的生日等一些有纪念意义或比
较重大的日子做出一些礼节性

拜访。“要管钱，首先要取得

客户信任，所以就必须跟客户

打成一片，有时客户委托我们帮

忙接孩子上学放学，我们也要完

成。”籍彤说。

客户经理不光要懂得怎么投

资，还要成为“百度”，随时解

答客户提出的各种问题。客户把

千万家产交给陌生人打理，这也
需要双方之间的信任建立，

“有些客户在交往

中 ，真 的

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比如客户经

理会帮他们接孩子，甚至把孩子
送到医院看病，或者随时出去一
起打高尔夫球。”籍彤说，也有很

多客户，一直是把你当银行的工

作人员，这样可能就不是银行重

点发展的客户。

三个人掌管几十亿的资金，

客户经理的收入应该可以成为
一名私人银行客户了吧？这是

记者也可能是不少读者的疑
问。籍彤表示，客户经理都是从
底层做起的，开始可能是做 50

万客户的经理，一步步做到千

万客户的经理，“他们没有提

成，只有基本工资和绩效奖金，

收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

目前私人银行在中国才是
刚刚起步，还没有像欧美国家

一样完善。投资的产品也还比
较单一，有很多要探索。“但他

们都是看好这一行业的发展前

景的，现在他们多是30多岁，十
年后，才是他们的黄金年龄，也
是这个行业开始收获的时候。”

籍彤说。

投资产品

外人买不到

这些客户可以购买的很多投

资产品，是信托或私募形式，一般

不公开发售，具有隐秘性和对内

性，如果不成为私人客户，是无法

购买到的。

其实给客户送礼物、请客户

吃饭等事情，都是客户经理不刻

意去做的事情，刻意去做的都是
专业的理财。“千万家产的客户，

不是你送礼、请客就能留住的，重

要的还是专业理财
服务。”籍彤说。

这些客户可以

购买的很多投资产
品，是信托或私募形

式，一般不公开发

售，具有隐秘性和对

内性，如果不成为私

人客户，是无法购买

到的。

籍彤介绍银行业务时总是低

调地称，他们只是帮客户管理财
富，并不是单纯帮客户赚钱，但是
手握几十亿元的私人资金，总是
引来很多私募基金的追逐。

“我们不是以卖产
品为目的

的，而是以与客户建立长期的密

切关系为目的，让客户对我们产
生信任，才是我们工作的首要。”

籍彤说。

招行有3个客户经理负责这
180多个有钱人的资产管理。每个
客户来后，他们都要做4个基础工

作，先了解客户背景和基本喜爱，

然后出具投资建议，与客户讨论，

然后修改建议，接下来就是执行，

并随时跟踪反馈投资情况。

他们一般帮客户设置严格精

细的资产配置计划，包括现金管

理类、固定收益类、投资类还有个

性投资类。这些资产配置产品中

大部分是招行的自有投资产品，

也有代销的基金和信托产品，还

有阳光私募。如果客户某个投资
产品配比高出风险评估的话，他

们都会陈以利弊，客户如果坚持

购买的话，也要总经理签字才能

购买，以对客户负责。

“我们有些产品收益率达到
6%、7%，但是也不是客户想买就

可以买的，这得根据客户的资产
配置情况来看，如果高风险项目

客户已经买很多了，我们会劝客

户不要再买。或者如果客户年龄

较大，喜欢稳健风格，我们也不推

荐，主要还是让我们的专业人员

为客户服务，但对资金的掌控还

是让客户自己决定。”籍彤说。

喝着红酒，坐着游艇，享受着
一切美好的事物，是影视作品中

常有的描述有钱人生活的场景。

在私人银行里，有一种另类投资，

不仅让客户赚钱，还让客户享受
到高品质的生活。

招行就有一项红酒投资，投

资30万一桶的高档年份酒，灌装
300瓶。2年后客户可以选择要酒

或者选择变现。“变现的话一般收
益率为5%，客户多选择要酒，那就

赚得更多。”籍彤告诉记者，除了

能够选择葡萄酒抛售时机外，投

资者还能选择是否享用所投资的

葡萄酒。投资者可以与家人、朋友

或事业伙伴一同分享名下的葡萄

酒。

此外，现在大热的房地产信

托也是投资回报比较高的产品，

回报率达到7%-7 . 5%。万科、绿

城、中海等大鳄也都到这里来寻

找资金支持。

探秘私人银行：

千万富豪俱乐部都玩啥
文/本报记者 宋珊珊 孟艳 片/本报记者 杨宁

私人银行是什么样的，让富人们在此日赚斗金？打理富人资产的客户经理也应该是个富人？在很多人

的眼中，私人银行具有神秘的色彩，甚至连桌椅、接触过私人银行的人都被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近日，记

者走入岛城几家私人银行(青岛)中心，为读者揭开这神秘的面纱。

部分私人

银行“门槛”

22日，青岛市金融办
主任白光昭介绍，目前，青
岛市《建设区域性财富管
理中心研究报告》已初步
完成。11月20日，农业银行
的私人银行在青岛正式开
业。11月26日，工商银行私
人银行开业，这样岛城的
私人银行将会达到6家。

此前，2009年7月，招商银

行最先挂牌，8月份交通
银行私人银行挂牌，2010

年1月，中国银行私人银

行开业。2010年4月建设银

行青岛银行开业。

中国银行私人银行：

800万人民币金融资产
或等值美元

交通银行私人银行：

200万美元金融资产，能提
供相应资产证明及在交行

季日均金融资产500万人
民币以上的客户，也可以

成为交通银行的私人银行

客户。

招商银行私人银行：

1000万人民币金融资产
建设银行私人银行：

1000万人民币金融资产
农业银行私人银行：

800万人民币金融资产
工商银行私人银行：

青岛私人银行即将开业，

暂不知道门槛，其他城市
门槛为800万人民币金融
资产，500万到800万人民
币金融资产客户可以体验
私人银行，期限一年。

私人银行内部装修得像五星级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