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 3 月

星期四

27

今日 392版 第 6133期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报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人民网 www.people.com.cn

主 管 主 办

A叠 20版 B叠 372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4-0157� �邮发代号：45-91� �证券时报社出版 订报热线：0755-83501737� �读者热线：0755-83501631� �广告热线：0755-83501668�

社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射阳农商行

挤兑危机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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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蛇吞象

中信集团借壳在港上市

中行发行优先股

正在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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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资改革路径清晰

各大集团3月底前提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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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金发行费用高企

尾佣占比普超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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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转正：

做一条资管行业的鲶鱼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一直以来游走于灰色地带的私募

基金近期陆续转正，100 家私募机构

已经分两批获颁登记证书。 这在私募

基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也标

志着中国的私募基金从无人监管的灰

色地带，走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

化的发展轨道。 公众更加期待的是，

私募基金能够以其灵活的体制和产

品创设， 成为资管江湖的一条鲶鱼，

也让更多的投资者享受到资本市场

发展的成果。

2004 年内地发行了首只阳光私

募基金，倏忽 10 年，阳光私募基金终

于得以阳光化。如今，运作中的私募产

品逾 2000 只， 行业资产管理规模逾

3000 亿。 不过，长期以来，私募基金处

于野蛮生长的地下状态， 没有明确的

监管主体，虽有重阳投资、展博投资、

泽熙投资等私募基金声名显赫， 但也有

不少“野私募” 误导客户、招摇撞骗，甚

至携款潜逃。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范畴，刻

不容缓。

有鉴于此，监管层早已高度重视，在

中央编办批复同意证监会内设机构和职

能调整方案中，机构监管部、基金监管部

合并为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 新设立私

募基金监管部等部门。 私募基金被纳入

到与公募和证券同等重要的地位， 监管

层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私募基金转正， 显然有利于行业品

牌形象的塑造，也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

更重要的是， 私募基金长期以来针对高

端客户理财，其灵活的体制机制设计，如

股权激励、合伙人制度等，正是公募等机

构所欠缺的。在投资业绩上，一些私募基

金穿越市场牛熊， 多年以来为客户提供

了持续稳定的回报， 有着清晰的投资理

念且能一以贯之。反观公募，近几年未能

给持有人提供理想回报，人才流失严重，

发展桎梏久拖不决， 行业面临艰难的转

型阵痛。

无论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还是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转正后无疑更有利于

行业良性发展。而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

在大资产管理时代， 私募基金如今登堂

入室，和公募、券商、保险、银行等理财机

构同台竞技， 期待着私募这条鲶鱼搅皱

资管江湖的一池春水， 让资管行业焕发

出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让更多的投资者

享受到多元化理财和普惠金融的红利。

李克强：金融创新的意义是支持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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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昨日宣布，正与母公司中信集团商讨收购集团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 100%股权之事宜。预计交易对价将包括现金及新发行和配售股份两部分，对价股

份发行价 13.48港元 /股，较近 60个交易日收盘均价溢价约 25.86%。 今年 2月以来，中信泰富股价持续上涨，至停牌前累计涨幅已超过 30%。 张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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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人寿狂饮茅台成第三大股东

茅台“常客”中国人寿退出十大股东行列；一年7举牌，生命人寿成“举牌猛人”

证券时报记者 曾炎鑫

贵州茅台日前发布的年报显示，生

命人寿在去年第四季度加仓

448.89

万

股，加上原有持股，生命人寿一共持有

贵州茅台

1013.34

万股，占比

0.97%

。在

不考虑一致行动人前提下，生命人寿已

成为贵州茅台第三大股东。

信息显示， 生命人寿在去年四季

度突击增持以后， 成为贵州茅台前十

大股东中的唯一险资股东。

2013

年年

底，生命人寿以“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万能

H

”和“生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 两个账户分别持有

贵州茅台

564.45

万股和

448.89

万股，

分别位居第

7

和第

9

大股东， 合计占

贵州茅台

0.97%

股权。

在不考虑一致行动人前提下，生

命人寿持有的贵州茅台股份仅次于第

一大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股

61.99%

）和第二大

股东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

（持股

2.91%

）。

作为内地险企的后起之秀， 相对

于保险业务， 生命人寿为市场熟知更

多是由于它的“凶猛举牌”。 一年多时

间里，生命人寿前后共举牌

7

次，对象

分别为金地集团、农产品和中煤能源，

堪称“举牌猛人”。 中国保监会资料显

示，生命人寿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

本

117.52

亿元，

2013

年全年原保费收

入为

222.43

亿元， 位列保险业第二、

三梯队。

与生命人寿的操作背道而驰的

是， 作为贵州茅台十大股东的 “常

客”，中国人寿在

2013

年却悄悄离开

了十大股东行列。 这也表明， 随着

2013

年相关政策面和行业基本面发

生变化，保险资金对于贵州茅台的看

法已明显分化。

此前， 中国人寿常年看好贵州茅

台，从

2006

年三季度起就跻身十大股

东之列， 当时的贵州茅台刚开始长牛之

旅。 自此之后，中国人寿一路相随，先后

以传统险账户和分红险账户持有贵州茅

台股份， 最多曾合计持有贵州茅台

1.73%

。 尽管中间也曾历经减持和增持，

但在截至

2013

年三季度的

7

年多时间

里，除

2009

年三季度外，中国人寿未缺

席过贵州茅台的十大股东。

不过，在去年三季度期间，中国人

寿减持了

344.75

万股，股东排名从第

4

跌至第

9

；而到了第四季度，伴随着生命

人寿、 工行和中粮集团等股东的增持，

中国人寿已从前十大股东名单中悄然

隐退。 （更多报道见 A8、A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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