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权益类基金业绩出色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7

月

26

日，广发基金旗下共有

22

只主动管

理的权益类基金近半年的投资回报

超过

10%

， 其中有

19

只基金成立

于

2016

年以前。 其中，广发消费品

精选以

29.82%

的累计收益率领衔，

产品名列偏股混合基金前

1/15

。 广

发轮动配置、广发核心精选、广发制

造业精选的半年回报分别达到

20.45%

、

20.33%

、

20.07%

，均排在同

类基金的前

1/3

。 此外，广发大盘成

长、广发逆向策略、广发内需增长、

广发新经济、广发主题领先、广发策

略优选、 广发稳健增长

7

只基金同

期收益超过

15%

，彰显出广发基金

股票投资的整体实力。 （方丽）

鹏华丰饶定开债基今起发行

据悉，鹏华丰饶定期开放债基今

日起正式发行，投资者可以通过建设

银行网点及鹏华基金网站认购。鹏华

丰饶每季度受限开放、每年自由开放

一次，高频次灵活开放申赎的运作模

式， 提供了较为突出的流动性便利，

比普通定开债基更胜一筹。

拟任基金经理戴钢介绍，定开

债基的管理人在封闭期内，可采用

投资高收益品种和增加组合杠杆

两种策略提高收益率， 在通常情况

下能够取得比同类开放式债基更高

的收益。同时，开放期的存在能较好

地满足投资的日常之需， 如投资者

的闲置资金使用时间较为确定，能

够和定期开放式基金的期限匹配，

那么投资于定期开放债基是不错的

选择。 (方丽）

A8

主编：朱景锋 编辑：杜妍 2016 年 8 月 1 日 星期一

Tel

:(0755)83517015

Fund

基金

“类FOF” 新尝试：6家公司基金组合登陆蚂蚁聚宝

基本投向自家基金，总体偏稳健

公募系基金中的基金（

FOF

）推出

在即，市场上

FOF

品种以及基金组合

活跃起来， 各大机构纷纷抢滩这一业

务。 近期，

6

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组合

登陆蚂蚁聚宝，“类

FOF

” 又进行了一

次崭新尝试。

据了解，首批

6

家在蚂蚁聚宝上

线的基金公司为广发基金、 招商基

金、南方基金、嘉实基金、工银瑞信基

金和天弘基金。 蚂蚁聚宝的组合理财

项目，提供稳健型、平衡型、保守型三

类风格组合，每个组合下面都有

6

家

公司所提供的组合。 具体来看，保守

类风格下有工银保守组合、招商安心

理财组合、南方保守派、天弘优游自

若组合、嘉实慧泽稳字当先组合和广

发优选保守组合。

另外，组合的投资门槛较低，多为

500

元起投。不过，一般投资者需要经

过风险测评确定风险偏好并落实组合

方案， 如果未做测评则被默认为保守

型投资者。

从各大基金公司提供的组合来

看， 基本都是投向自家基金， 一般由

1~4

只基金搭配，总体偏稳健。业内人

士表示， 这一模式有点类似 “内部

FOF

”。

对比各基金公司的组合可以发

现， 每个风格组合配置差异较大，如

广发基金旗下广发优选保守组合以

低风险货币基金、 债券基金为主；广

发优选稳健型组合以较低风险的货

币、债券基金为主，辅以股票基金投

资；广发优选平衡组合则股债均衡配

置，广发强债、广发稳健增长、广发纯

债三只基金的组合比例分别为

50%

、

40%

、

10%

。

基金组合在蚂蚁聚宝上线， 有业

内人士认为， 无论对于基金公司还是

正在积极布局理财市场的各大互联网

平台，资产配置都是一片蓝海，未来可

能有更多组合上线。

其实， 基金公司在基金组合方

面的尝试一直在推进。 如

3

年前就开

始运作的嘉实基金“定制账户”业务，

采用“全授权”模式，即投资者授权嘉

实基金为其做出全部的投资决策服

务， 按照由高到低的风险等级， 分为

“锐意进取”、“从容稳健”、“安逸理财”

三种组合。

此外，“电商一姐” 肖雯近期推出

的国内首个智能基金组合平台—————

“且慢”， 也是以公募基金产品作为组

合的“原材料”，为各类基金投研人员、

基金销售机构、基金达人等搭建起一个

集产品、数据、交易为一体的组合投资

实验室。 另外还有雪球公募基金销售平

台蛋卷基金

APP

，上线了“蛋卷斗牛二

八轮动”策略产品，目前销售量已经突

破

1

亿元。 该策略根据广泛传播于互

联网的 “二八轮动” 趋势跟随策略编

制，成分基金包括天弘沪深

300

、天弘

中证

500

指数基金和天弘永利债券

E

基金，也是借道约定交易模式的“类基

金组合”。

通道业务受限 基金转投委外怀抱

理财产品在去风险资产、去杠杆之后，很可能通过委外追逐更高收益

上周，《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

稿》）出炉，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资产

管理行业紧张起来。

记者了解到，各大基金子公司已开

始收缩通道类业务，目前不少业务已重

回信托怀抱。 同时，在通道业务普遍受

限的情况下， 业务收费标准继续上升。

未来基金公司急需寻找新的业务方向，

委外业务或成为新的争夺对象。

子公司婉拒新通道业务

回流信托或成趋势

在

5

月份 《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

产管理子公司风险控制指标指引 （征

求意见稿）》下发后，基金子公司就开

始收缩通道业务， 而银行新规的征求

意见稿出台后， 子公司通道业务再一

次受到冲击， 未来这一业务或回流信

托公司。 “

5

月份征求意见稿发布后，

我们就开始控制规模增长速度， 结束

了很多此前已经运作熟悉的业务。 据

我了解， 目前各家基金子公司基本都

是如此。”据一家千亿规模的子公司总

经理表示。

另一位基金子公司人士也表示，

很多子公司的通道业务都受到限制，

不敢轻易引进新资金。 目前不少业务

已经回归到信托渠道。 有银行人士透

露，“我们的项目问了好几家基金子公

司，都说不接通道业务，要限制规模，

于是只好都找信托通道做了。 ”

据了解， 目前一批通道业务已回

流信托， 主要是非标业务和股票质押

式回购业务。产业基金、政府引导基金

等继续使用基金子公司通道。 这两类

业务信托在成本上更加敏感， 基金子

公司的费用优势仍然明显。

通道业务会完全消亡么？“个人预

测，通道业务应该会留存下来一些，银

行还有这些需求。”一位基金子公司人

士表示，“不过随着政策收紧， 未来银

行系基金子公司凭借股东项目资源将

拥有更多优势， 股东背景成为基金子

公司的一大关键因素。当然，也要看股

东是否愿意对基金子公司进行增资，

不排除有基金子公司获得增资去运作

通道业务的可能。 ”

通道业务费用或继续提升

在通道业务全面受限的背景下，

各机构收取的相关费用也在提高。

沪上一位基金公司人士介绍，整

个行业都受到限制， 自然会提高收费

水平。 “

5

月份《征求意见稿》出台后，

我们逐渐调整了业务报价。不过，此前

我们公司通道业务费用已经不低，因

此涨幅并不是很明显。”深圳一家基金

子公司人士表示， 未来通道业务收费可

能还会提高。

另据一位基金子公司副总透露，目

前通道业务收费都在千分之一以上，这

一水平较今年

5

月之前已经涨了

3

倍左

右，他估计千分之三是上限。 据了解，一

直以来，信托、券商、基金都在争抢通道

业务。 最早子公司通道业务的收费在千

分之

1.5

左右，去年降至万分之三至万分

之五，目前又涨回来，在千分之

1

至千分

之

1.5

左右。

“子公司接下来对通道的收费会不

断提高，只有提高收费才能覆盖成本。 ”

上述子公司人士表示。 不过目前各业务

部门之间矛盾很大，对提价的争议很大，

不少细节需要进一步敲定。

此外还有人士表示，各机构都有提

价的压力，信托通道也要考虑成本。 目

前银信合作融资类业务需要按照

10.5%

的比例计提风险资本， 资本消耗

水平较高，加之还要解决信托保障金缴

纳问题。 而且随着经济下行，通道业务

也存在一定风险，信托公司需要提高定

价能力。

看准委外大市场

《征求意见稿》出台，通道业务较多

的基金子公司哭了， 但一批看准委外业

务发展方向的公司笑了。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 未来委外资

金很可能会快速增加。新规的推出，一方

面控制了理财资金投资在权益市场和非

标市场的比例， 另一方面也在逐渐推行

理财资产去杠杆。 理财产品在短暂的去

风险资产、去杠杆之后，很可能通过委外

追逐更高收益。目前，委外资金占理财产

品规模的比例约

5%~10%

， 相当于

2

万

亿规模的资金在给基金或券商投资做优

先级杠杆，委外资金很可能会快速增加。

据深圳一位基金子公司人士表示，

《征求意见稿》出来之后，委外资金会加

大配置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力度。“目前我

们在积极寻找委外资金对接， 这块业务

不怎么消耗资本金， 规模也比较容易做

大，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华南一位基金

子公司人士也表示， 目前正在积极和各

大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沟通，

看准他们的需求，积极布局。

不过， 有些基金子公司将委外业务

完全放在母公司专户。“委外资金是公司

目前重点发力的业务， 主要是母公司专

户承接， 子公司还要在其他领域进行开

拓，比如

ABS

业务等。 ”有子公司人士如

此表示。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征求意见稿》

出台， 很可能导致基金子公司在整个公

司战略地位的调整， 此前两三年基金子

公司一直是基金公司发展的重点， 而未

来这一情况或发生改变。

资管新规冲击定增专户

基金公司发力公募定增

资管新规落地，定增格局难免

生变，原本依托专户的定增产品需

要调整。 不少基金公司瞄向公募领

域的定增机会，纷纷发行相关产品，

希望在短时间完成布局。

专户定增受新规影响

7

月

18

日，《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

规定》（下称《暂行规定》）正式实施。

根据《暂行规定》的要求，股票

类、混合类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的杠

杆倍数不能超过

1

倍，固定收益类结

构化资产管理计划的杠杆倍数不能

超过

3

倍，其他类结构化资产管理计

划的杠杆倍数不能超过

2

倍。这对于

此前以高杠杆结构化定增为主的机

构而言，将受到直接影响。

沪上一家私募投资总监表示，

高杠杆的结构化产品将受到影响。

原本高风险高收益的模式不再存

在， 通过杠杆放大无风险收益累积

的安全垫已经做不到了。

据其透露，目前不少私募开始

调整定增产品的结构，原先无需承

担风险的优先级资金不得不与劣后

级“同甘共苦”，这将会使一部分投

资者抛弃这部分产品。

此外，《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也规定，银行理

财投资非标资产只能对接信托计划，

不能对接资管计划， 且不允许多层通

道嵌套。 对此，上述投资总监指出，私

募和专户定增业务将会进一步受限。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30

日，年

内有

61

家基金公司通过专户参与

定增共计

488

次。 其中，财通基金

共参与了

124

次。

据悉，已有不少银行暂缓了定

增专户产品的配资业务。 上述投资

总监认为，需求一旦减少，基金专户

就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降低产品发

行的频率； 二是将结构化产品调整

为平层产品， 但这样会降低产品的

收益。 “定增一旦放弃杠杆，累积安

全垫将需要更多的时间， 而且还有

破发的风险。 ”上述投资总监说。

数据显示， 在今年的

300

余起

定增项目中，已有

45

个项目破发。

基金发力公募定增

不过， 资管新规的出台利好公

募定增业务。 华南一家基金公司定

增基金经理指出， 公募定增可能成

为新的热点。“暂行规定重在规范专

户，间接利好定增公募。 ”

九泰基金在公募定增方面势头

强劲。 据业内人士透露，今年

6

月，

九泰成立了业内首个定增投资中

心，目前团队已有

40

人。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30

日，正

在发行的新基金中， 九泰锐益、九

泰锐丰、大成定增、博时睿益定增

和银华鑫锐定增明确以定增为主

题，金鹰多源策略灵活配置也同样

主打定增。此外，信诚、南方、融通、

建信等基金公司也都有以定增为

名的产品获批， 另外还有来自建

信、嘉实、浙商证券资管、九泰、融

通、国投瑞银等公司的

8

只定增基

金在等待批文，如能获批，年内将

有一大批定增基金面市。

虽然受到市场热捧， 但定增基

金的业绩表现并不突出。 截至

7

月

30

日，

11

只定增基金仅九泰锐智业

绩表现亮眼， 取得

26.76%

的收益，

国投瑞银瑞盈的业绩为

9.14%

，财

通多策略则出现了

4.52%

的亏损。

（本版未署名文章均摘自今日出版的《中国基金报》）

南方大数据100二季度

净利润居股票基金第二

二季度，业绩表现优异的基金

为投资者赚取了不菲收益。 以南方

大数据

100

指数基金为例， 该基金

二季度实现净利润

6.67

亿元， 在全

市场股票型基金赚钱榜中高居第

二。 此外，南方现金增利、南方理财

60

天、南方全球等基金也纷纷进入

货币基金、短期理财基金、

QDII

基金

最赚钱前十榜单。 凭借齐全的产品

线布局和优异的投资管理实力，南

方基金二季度为投资者赚取了高达

35.86

亿元的收益，在基金公司赚钱

榜上位居第四。

（方丽）

监管趋严快钱难赚 新基金公司生存愈发艰难

迫使新公司放弃“捷径” ,积极备战主动管理业务

市场持续低迷， 本想借通道业务

冲规模，但监管趋严，“快钱”难赚，新

基金公司生存环境越发艰难。 艰苦的

环境或对成长有利， 不少新公司开始

放弃走通道业务“捷径”的计划，积极

备战主动管理业务。

据了解，通道业务利润率并不高，

此前信托会收取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

的业务费，券商资管介入后，费率降至

千分之一以下。 一些新成立的基金公

司在尚未找到业务增长点之时， 参与

通道业务“捡芝麻”主要是因为赚钱容

易，短期内能看到效益。

深圳一家基金公司内部人士称，

通道业务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对于处

在发展初期的基金公司来说， 在权益

类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选择发力

通道业务， 赚取快钱或许是一个较好

的选择。

然而，今年以来，

A

股市场持续低

迷， 一些新成立的基金公司本欲借通

道业务获得突破口， 而在监管重拳出

击之下，“快钱”难赚，新基金公司通道

业务恐难以为继。

“近期一直在推行通道业务，现在

监管趋严，项目最后没有落地，预计未

来公司也不会把资源集中在这块业务

上。”深圳一家新成立的基金公司总助

对记者表示。

通道业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

管理业务， 无法体现基金公司的专业

投资实力， 但对于部分新基金公司而

言，生存是最紧要的，发展通道业务也

属于权宜之计。 “那些通道业务对利润

贡献较大的次新基金公司受到的影响

较大， 尤其是大股东有利润要求的基

金公司。 ”上述基金公司总助还对记者

表示。

“在通道类业务发展前景黯淡的情

况下，新基金公司必须顺应政策变化，及

时调整自己的业务发展战略。”华南一家

基金公司高管对记者表示。“通道业务监

管收紧，基金公司必须放弃‘赚快钱’的

思路， 将精力集中在体现资管能力的公

募业务上。短期看压力会很大，但这有利

于新基金公司的长期发展。 我们希望上

报发行各类涵盖热门题材的公募基金产

品，打下基础，等待行情的到来。 ”上述基

金公司高管说。

记者了解到，发力主动管理业务、拿

业绩证明自己， 是许多新基金公司的发

展目标。 然而这注定是一个知易行难的

过程，行业变局不断，对于新成立的基金

公司而言，如何顺应政策导向，寻找自己

的生存空间， 是它们需要努力学习和适

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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