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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年排名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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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

私募基金

Private Fund

私募借道券商集合理财扩容

证券时报记者 程俊琳

受困于信托账户的私募近期又有了

新的账户来源，有知情人士透露，一些私

募基金将目光盯上了券商集合理财产

品，寻求与券商合作实现共赢。

暗合同助力合作

近日， 有私募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

透露，近期有私募基金开始牵手券商，以

期突破账户困境。 据了解，这种合作模式

主要是借用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账户而

展开。 从产品模式来看，表面看起来这种

产品与过去的集合理财产品并无不同，

只是券商与合作的私募签订一个 “暗合

同”，双方约定相应的合作框架。

“一般而言，私募和券商之间会在业

绩提成上约定分成比例。 ”前述知情人士

介绍，目前的合作情况是，私募基金负责

产品的设计、营销方案（以券商的名义营

销、发行产品）以及投资管理，券商只配

合产品发行， 券商与私募的分成比例为

三七开。 券商在这种合作中主要看重的

是市场占有率、佣金以及部分超额收益。

“极限情况下，如果一家要价能力不强的

券商遇到一家管理能力突出的私募，也

许券商愿意放弃超额收益部分， 为的是

自己的理财产品能一战成名。 ”该人士进

一步透露。

“实际上，对于到期如何分成，券商

与私募目前也正处于摸索之中， 并未有

明确的行业标准， 这主要看双方的合作

条件。 相比买信托账户再通过银行发行

的双重费用，

30%

左右的分成比例也大体

合理。 券商集合理财的产品规模也使私

募愿意以相对高的比例来换取规模效

应。 ”他告诉记者。

机会与风险并存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目前国内券商

很多，但并非个个都有很强的投研实力，

今年以来各类券商都在争相发行集合理

财产品， 如果选择一家业绩优秀但规模

不大的私募基金合作， 打造好一只产品

从而树立公司品牌，从个角度说，券商是

有合作的动力的。 但这一合作对券商而

言也并非没有风险， 如果一旦产品运作

失败，后期将更难发出产品。 因此分析人

士人为， 券商会更注重有公募基金背景

的私募管理人。 因为具备公募投资背景

的私募有可以衡量的投资业绩， 而投资

经历也有据可查。

对于私募而言，这种合作的优势在于

省去了购买账户的大笔费用，券商也不会

像银行那样要收取发行费。“过去一些私

募基金为了能够把产品发大以节约账户

资源，不得不给银行更多的业绩分成谋求

更大规模。和券商合作更多的费用只在业

绩报酬上按比例分成，前期的发行和账户

费用都可以节省，这也算是各自取长补短

的合作行尝试。”前述知情人士透露。

对于这一合作苗头， 接受采访的券

商纷纷表示暂时并未与私募基金开展合

作， 但不排除一些投研实力欠佳或资产

管理业务刚刚起步的券商会考虑这种合

作模式。

一对多发行提速 广发招商汇添富抢跑

证券时报记者 陈致远

证券时报记者日前从基金公司获

悉，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后，银行、券商渠

道和“百万富翁”客户对部分基金公司的

专户管理能力逐渐认同，甚至出现了“抢

购”一对多的现象，而部分基金公司一对

多产品也顺势加快了发行速度。

一对多发行初现小高潮

据相关人士介绍，近期汇添富、招商

等专户业绩优异的基金公司发行一对多

产品颇受投资者认可。 一些运用股指期

货套利的专户产品也受到投资者关注。

据相关渠道人士介绍， 近日招商基

金在招商银行发行了一只一对多产品，

销售上限为

200

户名额，但是在

50

秒不

到的时间里就被瓜分完毕，惊现“秒杀”。

招商银行客户经理表示， 招商基金一对

多产品之如此受到投资者偏好， 原因在

于该公司一对多投资业绩表现优异。

此外， 近期汇添富在光大银行发行

了 “汇添富光大中金添富牛保本

1

号”，

博时基金在中行发行了博时中行祥利

2

号， 工银瑞信也在交行发行了睿尊增强

收益

1

号。 在

11

月份，南方基金在招行

和光大行募集了“南方

-

招行

-

灵活配置

2

号”、“南方

-

光大

-

灵活配置

3

号”， 工银

瑞信还在交通银行募集了 “工银瑞信睿

尊增强收益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除了股市和债券类的专户一对多产

品之外，近期国投瑞银又推出一款以股指

期货套利为主的多重套利策略专户产品。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份，目前

基金公司管理的专户理财产品总资产规

模达到了

1124

亿元。

三公司抢跑

虽然一对多发行情况颇为火热，但是

基金公司之间的专户产品业绩差异比较

明显，其中，广发、招商、汇添富

3

家基金公

司无论是业绩还是规模都处于领跑地位。

记者统计的一份招商基金一对多业

绩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2

日，招商基金管

理的瑞泰

1

号的单位净值为

1.436

元，自成

立以来上涨了

43.6%

， 招商瑞泰

2

号单位

净值为

1.298

元， 瑞泰

3

号单位净值为

1.283

元，瑞泰

5

号单位净值为

1.247

元，瑞

泰

6

号单位净值为

1.136

元， 瑞泰

7

号单位

净值为

1.074

元， 近期虽然市场调整幅度

很大，很多基金公司一对多净值均下跌，

但是招商瑞泰

1

号、瑞泰

2

号、瑞泰

3

号、瑞

泰

5

号、 瑞泰

6

号近一个月净值增长率分

别为

7.16%

、

5.7%

、

6.03%

、

6.12%

、

5.08%

、

3.56%

。受益于招商优异的业绩，近期招

商基金又发行了

3

只产品。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 广发基金

专户业绩也非常优异。 汇添富也非常“生

猛”。 据了解，目前汇添富管理的专户产

品超过

20

只， 所有产品均在面值之上。

其中，汇添富光大

1

号期满一年，该产品

一年期业绩为

16.7%

。

不过由于投资理念和市场环境的影

响， 目前一些一线大基金公司专户理财

无论是业绩还是规模均未有起色。

第三方担保机构将现身阳光私募

证券时报记者 刘 明

本报讯 公募基金中有第三方担保的

保本基金或许将会在阳光私募中出现。证

券时报记者获悉，有担保机构正在与阳光

私募洽谈保本产品的合作事宜，为阳光私

募产品提供本金保证。接受证券时报记者

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表示，此前在阳光私募

中并未看到类似产品出现。

担保机构现身阳光私募行业

这家正与阳光私募接触的机构名为

“中科智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而未来提

供担保的是中科智担保集团。 据了解，中

科智担保集团与中科智资本是同一实际

控制人———中科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

下的两个子公司。

据中科智资本透露， 他们目前已经

在与几家阳光私募洽谈担保合作适宜。

该公司有关人士表示， 他们与阳光私募

的合作模式有别于目前市场上的结构化

产品，与公募保本基金也有较大差异。 公

募保本基金的保本策略是基于

CPPI

，而

中科智资本则是以通过介入阳光私募的

管理， 以其研发的保本模型及多年股市

运作的经验来尽量保证本金安全。 为防

止策略失效而给投资人带来亏损， 产品

还会由中科智担保提供担保。

由于保本方法与

CPPI

很大不同，因

此，据该公司人士介绍，此类私募保本产

品有可能做到“多时点保本”，而不像公

募保本基金的“到期保本”。

被采访人士坦言， 该保本策略基于

担保方介入私募产品的管理， 这是合作

的难点之一。 但该人士认为这并不是完

全不能接受，因为有担保为后盾，保证投

资人的本金安全，对投资人有吸引力，同

时也意味着担保方与与私募管理人共同

承担风险。

还是一种尝试

对于第三方来为阳光私募做担保的

方式， 证券时报记者所采访的业内人士

都表示是第一次听说，属于新鲜事物。 部

分人士认为， 作为业内一种新模式的尝

试，也会有一定的市场。

广州一家私募老总表示对这种模式不

太清楚，他们目前也正在发结构化产品，自

己拿出

20%

的资金作为安全垫。 另一家广

州私募也是表示目前对此还不太关注。 北

京的一家私募也表示“不感兴趣”。

上海另一家较大私募的总经理认

为，对于他们这类资金比较雄厚的私募，

自己有资金做结构化产品， 不太会考虑

这类保本模式。 因为按这种模式，在产品

运作时还要与担保机构协调， 会影响他

的操作。

不过也有私募公司总经理表示，中

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出于通胀状态

下，老百姓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会增加。

阳光私募产品也会有保本的需求， 因而

对一些阳光私募来讲， 这种保本模式也

值得一试。 不过如果要谈及合作，他认为

收费方式与担保方参与私募产品运作的

程度是他要认真考量的。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卢加西表示，也

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模式。 他认为，在阳

光私募中，结构化产品就已经是很保守

的产品，结构化产品中持有人的本金出

现亏损的情况就很少， 这种保本型产品

应该属于更保守类型， 也有可能有发展

空间。

一对多最高收益已近 50%

证券时报记者 木 子

本报讯 截至

11

月

26

日， 市场收

益最高的一对多产品净值已达

1.497

元， 上周受市场调整影响， 该产品净

值止步于 “

50%

关口”， 不过， 该产品

截至

12

月

3

日的净值仍有

1.440

元，

在近期的震荡市中其收益历史性地突

破

50%

仍然可期。

值得注意的是， 截止到

11

月

26

日， 南方某大型基金公司旗下的

7

只

一对多产品独领风骚， 在

43

只成立时

间满一年的一对多产品中， 年增长率

排名前

7

位。 在

11

月

22

日到

11

月

26

日的一周内， 该基金公司一只一对多

周增幅最高的达到

5.969%

， 在

56

只

有净值记录的一对多产品中， 该基金

公司旗下一对多产品不仅占名列了周

增幅榜的前两名， 在周增幅榜的前十

名中也占据

5

席。 不过， 截至上周末，

在已经更新了最新净值的一对多中，

从

11

月

30

到

12

月

3

日的一周内， 该

基金公司旗下的

7

只一对多在

56

只产

品中周增长率排名垫底。

有业内人士分析道， 该基金公司

一对多整体业绩波动剧烈的原因是其

操作风格一向激进， 上涨动力充足，

下跌时净值难免损失较快； 另一方面

可能是拿了比较多的创业板股票， 而

创业板股票在最近两周波动剧烈， 数

据显示， 最近两周创业板指分别下跌

了

3.18%

和上涨了

3.72%

。

特别关注

从“第十名现象”

看私募投资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於云清

“第十名现象” 是指在学生

时代名列前茅的学生， 在今后

的人生中未必非常优秀， 而不

少第十名或十几名的学生在未

来的表现却是异常优秀。 同样

的， 在挑选私募基金时， 投资

者往往过于关注短期排名， 尤

其是年度排名， 这正如太容易

将眼光集中在前几名的学生中

一样， 从而忽略了在年度排名

之外但长期业绩优良的基金。

一飞冲天的基金当然会赢

得大家关注， 但是能长期的稳

定在中上水平的私募， 有时能

给我们更好的投资收益。 因此，

不妨走出定势思维， 在私募行

业中找寻那些所谓的 “第十

名”， 即每年度排名位于中上水

平的私募。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选取了成立满三年且连续三年

的排名始终保持在前

1/8

至

3/8

之间的私募。 经过筛选， 只有

3

只私募完全符合标准， 分别

是粤财合赢、 景泰一期、 民森

A

号。

粤财合赢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 由曾昭雄、 刘鹰、 易建军

三位基金经理共同管理。 这三

位都是拥有十年以上证券市场

经验的老手。 该基金近三年收

益

79.39%

， 超过沪深

300

指数

119.97%

， 在

67

只基金中排名

第

3

。 合赢的核心人物曾昭雄曾

打造湘财荷银、 景顺长城、 招

商基金、 信达澳银四家公募基

金公司投研团队。 合赢偏好从

产业投资的角度出发， 用一个

产业投资者的眼光， 寻找具有

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增长能力的

行业领先型的公司。 合赢内部

的投资管理流程也证明合赢是

不折不扣的 “选股派”： 每个研

究员一年只有六个指标推荐

“强烈买入”， 必须是预期未来

有

30%

以上的涨幅， 并且可以

持有一个季度以上的股票。 风

险控制方面， 合赢对个股和投

资组合均设定了止损线， 风险

控制能力较强。 在

2008

年罕见

熊市中， 面临大盘

66%

的跌幅，

粤财合赢全年下跌

30.69%

， 基

金最低净值为

73

元。

2009

年

8

月和

2010

年

1

月市场大跌中，

粤财合赢的下跌幅度也均远小

于大盘。

景泰一期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以集中持有精选个股为投

资策略， 近三年收益

25.35%

，

跑赢沪深

300

指数

65.14%

， 排

名

22/67

。 基金经理张英飚研究

员出身， 曾在国泰君安、 民生

证券、 融通基金投研岗位任职，

挖掘个股能力突出。 张英飚在

融通基金任总经理助理期间，

于

2005

年底领先市场发掘了广

船国际、 沪东重机 （后更名中

国船舶）、 冀东水泥等一批优秀

上市公司， 这些股票此后均成

为风靡市场的大牛股。

2007

年

时， 张英飚也曾按照配置的思

路做投资， 而实际效果不好，

后逐步调整至目前精挖个股的

投资思路上。 从景泰一期历年

的业绩来看， 排名也是逐年进

步，

2008

年、

2009

年、 今年以

来 净 值 分 别 上 涨

-34.29%

、

52.55%

、

27.50%

， 排名百分比

分别为

38%

、

34%

、

13%

。 目

前， 景泰利丰将投资的公司控

制在

10

家左右。 张英飚认为既

然看好公司， 就应该重仓， 这

样才能充分获取收益。 在风险

控制上， 由于持股周期较长，

止损不多， 但对于上涨过快，

严重透支未来成长的个股则会

降低配置比例。

民森在过去三年中， 每年

的排名均在前

1/3

左右， 但三

年下来却以

43.28%

的收益率位

于

9/67

。 不论是上涨还是下

跌， 民森均不是很激进， 单月

的涨跌大部分集中在

0%~5%

之

间。 董事长蔡明由于受到其在

纽约对冲基金公司工作经历的

影响， 从国外引入并完善了一

套期货套利的数量化系统， 以

减少主观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投资初始， 民森并不完全依

赖于这款模型， 而是将资金分

为两部分， 分别做数量化投资

和主观判断选股。 经过两年多

的实践调试， 民森逐渐向数量

化投资靠拢， 并从今年

6

月开

始转向纯数量化投资， 在业绩

上也有所表现， 近

6

月获得

23.59%

的收益率， 跑赢大盘

14.47%

。

上述三家公司虽然风格不

尽相同， 但是其中的一些共性

也引发了我们一些思考： 第一，

三家公司的核心人物均出身于

公募基金。 公募的科班背景、

扎实的基本面研究功底和规范

的投研流程， 可能在短期不能

让基金的业绩一飞冲天， 但正

如股神巴菲特所推崇的价值投

资其实是最简单的投资方法，

而简单朴实的投资方法在长期

而言， 更容易保持业绩的稳定

性和长期的优胜可能。 第二，

不论以何种方式选股， 这三家

公司均对精选个股非常重视。

第三， 适当风控的重要性。 风

控是一把双刃剑， 在止损的同

时， 也可能错失上涨良机。 这

些私募或许当月的净值增长幅

度并不是最抢眼的， 但是由于

拥有恰当的风险控制， 以及较

为持续的获取收益的能力， 使

其拥有较高的长期复合收益率。

这些年度业绩保持在中上

水平的私募基金， 很容易被投

资者忽略， 因为他们每个年度

的业绩从来不是最拔尖的， 而

投资人通常都喜欢看年度英雄

榜。 然而， 倘若连续多年均能

保持中上水平， 长期下来便能

稳稳的跑在前面。 在私募数量

迅速扩大的今天， 面对越来越

多的产品， 也一定有一批“第

十名” 私募被年度的短期排名

所掩盖。 一些近两年来排名均

位于中上水平的基金， 比如鼎

锋、 景林、 理成等， 均值得投

资者关注。 他们或许就是明天

的持续优胜者。

年度业绩保持在中上水平

的私募基金很容易被忽略，因

为他们每个年度的业绩从来都

不是最拔尖的。但是，倘若连续

多年均能保持中上水平， 长期

下来便能稳稳的跑在前面。 以

此为选择私募产品的标准，粤

财合赢、景泰一期、民森 A 号

这三只连续三年保持中上水平

的基金则进入投资者视野。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 排名指排名位于前百分

之几，该值越小，排名越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