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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大华行业先锋

今日启航

平安大华基金公司旗下首只基

金———平安大华行业先锋今日起在

中行、 农行、 建行、 交行、 深发

展、 平安银行、 平安证券等银行网

点以及各大券商全面公开发售。 平

安大华行业先锋将采取投资时钟

策略， 重点投资中国

A

股市场优

势行业中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先锋

成长企业。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基

金将由平安大华投资总监颜正华

亲自掌舵。 （余子君）

景顺长城大中华

8

月

19

日起售

据悉，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

型基金将于

8

月

19

日起正式发

售。 景顺长城基金国际投资部谢

天翎表示， 新兴市场依然充满活

力， 尤其是大中华区域更具投资

前景。 大中华地区市场的估值也

相对有吸引力。 因此长期投资人

可以开始关注大中华地区具有品

牌优势的企业。 景顺长城大中华

股票型基金正是一只着眼于大中

华市场的基金。 （杜志鑫）

东吴新产业精选基金

即将发行

东吴基金旗下的东吴新产业精

选股票型基金将于近期发行， 为投

资者带来分享新兴产业高成长收益

的投资利器。 据悉， 东吴新产业基

金将精选新兴产业相关上市公司进

行投资， 以期分享中国新兴产业中

的投资机会， 力争实现超越市场的

收益。 该基金投资组合中股票类资

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

至

95%

， 其中， 投资于新兴产业类上

市公司股票的比例不低于股票资产

的

80%

。 （海秦）

易方达资源行业基金

首募约

24

亿元

记者近日获悉， 上周五结束

募集的易方达资源行业首募约

24

亿元。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偏股

新基金半数以上首募规模不足

10

亿元， 近期新基金发行量更向

5

亿以下滑落， 此次以中国银行为

主要发行渠道的易方达资源行业

的募集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发行成

绩。 据悉， 去年下半年至今， 易

方达陆续发行了消费、 医药、 资

源

3

只行业基金。 （杨磊）

国泰事件驱动基金

最后募集

国内首只采用事件驱动投资

策略基金———国泰事件驱动基金

今日进入最后一天募集。 该基金

将有望通过深挖特殊性事件对市

场、 行业以及公司的估值重估，

获取超越市场的超额利润。 该基

金拟任基金经理王航表示， 该基

金就是以寻找市场错误定位所导

致的低估值买入点为时机的主动

管理型基金， 特别适合目前

2500

点的市场环境。 （张哲）

偏股基金掀起

8

月革命 今年终胜大盘

今年以来

19

只基金逆市获得正收益，表现出色的中小盘股成为偏股基金业绩功臣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8

月份以来权重股大幅下挫

带动股指大幅下跌， 创出今年收

盘新低， 但中小盘股票表现活

跃， 给了偏股基金打出翻身仗的

机会， 今年以来表现终于战胜大

盘， 还有

19

只基金逆市获得正

收益。

今年前

7

月， 沪深

300

指

数下跌不足

5%

， 但偏股基金整

体跌幅达到

6.53%

， 显著跑输大

盘。 但偏股基金的颓势在

8

月

以来出现逆转， 截至上周五，

8

月份以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25%

， 但偏股基金整体仅下跌

0.24%

， 远远跑赢大盘。 而且，

截至

8

月

12

日， 今年以来

390

只开放式偏股基金单位净值平

均下跌

6.78%

， 而今年以来沪深

300

指数累计下跌了

8.08%

， 在

被大盘压制了

7

个月之后， 偏

股基金终于翻身， 战胜大盘。

难能可贵的是， 有一批基金

较好地把握住了市场热点和风格

转换， 今年以来逆市取得正收益。

天相投顾统计， 截至上周五， 共

有

19

只偏股基金今年收益为正，

广发聚瑞一马当先， 今年以来收

益率达到

5.87%

。 该基金二季度末

的重仓股自

7

月份以来表现极为

抢眼， 前十大重仓股自

7

月以来

仅有

1

只下跌， 更有

7

只涨幅超

过

10％

。 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中

有

6

只为中小板股票， 充分分享

了

7

月份以来中小板股票的强势

表现。

另一只黑马是去年

12

月

28

日成立的鹏华消费优选， 作为一

只消费主题基金， 该基金较好地

把握了白酒股的上涨行情。 截至

上周五， 该基金今年以来累计涨

幅达到

5.36%

， 超过了王亚伟管

理华夏策略的

5.08%

。 除了这

3

只收益率超过

5%

的基金之外，

国投稳健、 易方达行业、 国联安

主题、 富国天源、 华夏大盘精选

等基金单位净值涨幅均超过

2%

，

富国天瑞、 兴全全球、 东方精

选、 中欧价值发现、 华安配置、

新华成长、 新华泛资源、 广发聚

丰、 中海量化策略、 宝盈资源和

华夏收入等基金也在股市下跌中力

保 “城门不失”。

由于

7

月和

8

月股市风格发生

较大变化， 上半年的排名格局被完

全打乱， 当前通胀迟迟不见回落，

海外经济局势动荡， 使得未来股市

走向更加扑朔迷离， 对基金经理的

投资能力构成极大考验， 今年基金

排名争夺最终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整体看， 广发基金下半年上升势头

迅猛， 鹏华、 富国、 华夏等公司整

体保持领先优势， 在激烈的竞争中

占据先机。

媳妇熬成婆 一批基金老将荣升高管

目前投资出身的高管人员已达

30

位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在基金业十几年的发展过程

中， 一批基金经理经受历练， 被

提拔为公司副总甚至老总， 成为

基金业的中流砥柱。

广发基金上周五公告， 聘任

易阳方担任该公司副总经理， 这

样一来， 广发基金就拥有两位投

资出身的副总经理， 另一位副总

是业内知名的朱平。 据悉， 曾任

职于广发证券的易阳方为广发基

金的创业元老，

200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11

月先后任广发基金筹

建人员、 投资管理部人员， 并曾

担任广发聚富基金经理，

2005

年

12

月起至今任广发聚丰基金

经理，

2008

年

4

月

17

日起任广

发基金投资总监。

据统计， 像易阳方这样资历

深厚被提拔为高管的基金经理不

在少数， 今年被提拔为副总的基

金经理还有银华基金陆文俊， 原

华宝兴业基金经理冯刚被上投摩

根挖走成为副总等。 据公开资料

统计， 基金公司投资出身的高管

人员已经达到

30

位左右， 最著

名的是华夏基金现任副总经理王

亚伟。 其他较为知名的还有富国

基金副总经理陈戈、 汇添富副总

经理张晖、 海富通副总经理陈

洪、 汇丰晋信副总经理林彤彤、

国泰基金副总经理余荣权、 鹏华

基金副总裁高阳、 博时基金副总

经理杨锐、 泰达宏利副总经理刘

青山等。 原华商领先企业基金经

理王锋更是于

2009

年

8

月被聘

为华商基金总经理， 成为仅有的

基金经理出身的基金公司老总，

在他的带领下， 华商基金过去两

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这些投资老将虽已荣升高管，

但很多人目前仍管理基金， 如陈

洪自

2003

年

8

月便开始管理海富

通精选， 至今已经长达

8

年时间，

是管理同一只基金时间最长的基

金经理。 刘青山

2004

年

7

月开始

管理泰达行业精选， 至今达到

7

年时间； 陈戈

2005

年

4

月开始管

理富国天益， 王亚伟也是自

2005

年底开始管理华夏大盘精选。

除此之外， 基金业还奋斗着

一批尚未提拔的知名老将， 如华

安基金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尚志

民， 他自

2003

年

9

月起管理基

金安顺， 至今也近

8

年时间， 是

仅次于陈洪的管理单只基金最长

的基金经理； 嘉实基金的邵健

2004

年

4

月开始管理嘉实增长至

今； 广发基金陈仕德、 兴业全球

王晓明、 富国基金朱少醒等均自

2005

年起管理同一只基金至今。

在基金业人才流动频繁， 不

少知名基金经理纷纷投奔私募的

情况下， 这些基金业老将的坚守

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基金业需要

更多的制度和措施留住核心人

才， 使基金业长远发展。

法规全线齐备 第三方销售大幕将启

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申报规范及指引或于

10

月

1

日前公布

证券时报记者 李湉湉

随着上周五 《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规定

（征求意见稿）》 的公布， 独立

基金销售机构相关的 “一揽子”

法规已全部齐备。 证券时报记

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 独立基

金销售机构申报规范及指引可

能在

10

月

1

日前公布， 届时有

意申请拿牌的机构可比照指引

准备上报材料。

有基金公司人士分析， 此

前公布的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管理办法》 对独立基金销售机

构的相关规定是从法规的高度

进行了制度设计， 《暂行规定》

的公布则可以看作是对操作层

面的完善 ， 一旦 “操作” 和

“制度” 层面并举， 独立基金销

售机构拿牌入市指日可待。

据悉， 尽管修订前的 《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中早有

基金销售机构一说， 但由于没有

针对结算资金安全和销售账户管

理的操作细则。 “这涉及的关键

是， 如何监管销售机构的资金结

算， 防止因资金沉淀在销售机构

的账户上可能发生的风险， 如果

防止销售机构 ‘卷款逃跑’ 的问

题没有从操作层面得到解决， 有

关部门肯定不会贸然推动独立基

金销售机构的拿牌。” 有业内人

士分析说， 《暂行规定》 首次填

补了结算资金安全的 “漏洞”，

这也说明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好事

将近。

对此， 参与了 《暂行规

定》 起草的深圳众禄投顾财务

总监刘坤莉认为， 《暂行规定》

的一大亮点就是保证了结算资

金安全性和监督有效性， 从多

方面对结算资金安全性进行了

约定， 引入了监督机构， 并对

监督机构的资质、 监管协议必

要条款等进行了细化。 “现在

的制度设计是结算资金在各机

构之间封闭运行， 独立基金销

售公司不能取现， 且资金往来

受到银行的密切监管。”

此外， 刘坤莉表示， 《暂行

规定》 鼓励基金销售机构与第三

方支付机构合作， 有利于降低独

立基金销售机构的成本， 为独立

基金销售机构提供了生存空间。

监管层的制度设计理念是基金销

售市场的各个参与机构更细分，

独立的销售机构将全部精力用于

“本职工作”。 她还认为， 《暂行

规定》 强化了业务流程规范性，

比如对资金达到时点进行了约

定， 参与其中的机构众多， 环环

相扣， 约定资金达到时点便于控

制结算资金流向。

（上接

B1

版）

证券时报记者： 富国天丰

为到期开放， 做了哪些准备？

窦玉明：

7

月份以来， 富国

天丰已根据债券市场的变化，

调整了组合。 随着到期日的临

近， 基金经理亦已在投资方面

进行了相应的准备， 调整了投

资策略。

目前， 富国天丰已完成投

资杠杆的解除 。 截至

8

月

12

日， 富国天丰净值

0.993

元， 累

计净值为

1.281

元。 此外， 富国

基金目前也正与持有人积极沟

通， 合理评估到期开放后出现

的申购、 赎回情况。

证券时报记者： 富国基金

如何评估天丰打开后的申购、

赎回情况？

窦玉明： 作为一只业绩优

秀的基金， 富国天丰有着很高

的客户忠诚度。 据净值评估，

近

85%

的当前持有人通过其实

现了盈利。 即使在要求开放的

个人投资者中， 亦有近七成明

确表示， 开放后将继续持有。

转成

LOF

后， 天丰的管理

人团队未变。 富国基金在开放

式债基领域经验丰富 ， 截至

2010

年底， 富国第一只开放式

债基———富国天利， 过去

5

年

间为投资人带来了

115%

的收

益， 在同类产品中位居第一。

不论是封闭或开放， 富国

基金都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投资

管理， 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

持有人创造价值。

债市面临大机遇

证券时报记者： 富国天丰

开放后， 会否影响富国基金的

公司利益？

窦玉明： 可以坦诚地说，

富国天丰封闭或开放， 对于富

国基金核心利益并无影响。 我

们并不看重短期的规模效应，

而希望做好业绩和服务， 谋求

长远的发展， 与投资人共赢。

截至

2011

年二季末， 富国

天丰规模为

20.25

亿元。 同期，

富国基金公募资产规模为

645

亿元。 不论规模或利润， 此事

件对富国基金都无实质性影响。

事实上， 富国基金一直注

重控制债券基金规模， 寻求规

模、 流动性以及投资业绩间的

匹配， 以实现持有人利益最大

化。 今年

5

月间， 富国天盈分

级债基吸引了约

80

亿资金踊跃

认购， 但考虑到债市的实际情

况， 富国主动控制了发行规模

和节奏， 富国天盈的最终确认

规模为

35

亿。

证券时报记者： 此轮债市

调整， 对债券基金有何启示？

您如何看待债券基金的发展

前景？

窦玉明： 中国债券基金市

场刚刚起步， 潜力巨大， 产品

创新也才拉开序幕。 截至二季

末， 富国公募债基规模为

160

亿

元， 位于行业前列。 但与股票型

基金相比， 规模仍然很小。

基于天丰的管理经验， 为了

进一步完善产品， 今年年初， 我

们已向监管部门上报了富国新天

锋定期开放债券基金方案。 该产

品约定了封闭期， 并将在期满后

给予申赎时间， 然后继续封闭运

作， 被业内戏称为 “天丰二号”。

而此轮债市调整， 则提醒

我们更为关注风险。 富国将坚

持信用品质为先的原则， 注重

个券研究与实地调研， 从源头

控制信用风险。 目前， 债券市

场部分质地优良的品种已进入

价值区间， 信用债市场正面临

投资机遇。

富国基金期望以独特的产品

设计， 优秀的业绩表现， 严格的

风险控制， 和更好的客户服务，

抓住市场机遇， 与投资人共赢。

第三方

基金销售机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