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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化失联机构自律机制及公示第十一批失联私募机构的公告

中基协字〔2017〕8号

� � � �为进一步完善私募基金管理人诚信体系建

设，落实差异化自律管理，增强私募基金管理人

自律意识， 逐步完善失联公示制度和优化失联

私募机构自律机制。 自失联机构公告发布之日

起，列入失联机构名单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满三

个月且仍未主动联系协会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的，协会将注销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截至2016年12月，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以下简称协会）已将河北九杉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等69家机构列入失联机构名

单，并在协会官网（www.amac.org.cn）私募基金

管理人分类公示栏目中予以列示。 依据协会

2016年2月5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 上述69家机

构中，有42家机构已被注销登记；有1家机构已

自行注销管理人登记。

日前， 协会的自律核查工作涉及到光大金

控（陕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106家公司（具

体名单见附件）。 协会通过上述公司在私募基

金登记备案系统预留的固定电话、手机号码、电

子邮件等均无法与公司取得联系， 公司亦未在

限定时间内回复相关情况说明。

请上述私募机构于本公告发出后5个工作

日内来函对公司经营情况及风险情况予以书面

说明，逾期则被认定为“失联机构” 。 被认定为

“失联机构”的私募机构，协会将在官方网站的

“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栏目中予以公示，

同时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中予以标示。

新列入失联机构名单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满三

个月且未主动联系协会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的，协会将注销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来函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2号泰康

国际大厦9层 协会私募基金部自律组（收），邮

箱：pf@amac.org.cn。

特此公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第十一批失联私募机构名单

1�深圳市中鑫国源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深圳市中金信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深圳市永业达投资有限公司

4�深圳市同聚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深圳市世纪点金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6�深圳市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深圳市睿辰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深圳市融之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深圳市融尚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深圳市融博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深圳市前海中金国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深圳市平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深圳市麦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深圳市麦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深圳市君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深圳市聚富汇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深圳市汇朋联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深圳市华鼎时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深圳市豪世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深圳市国富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深圳市富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2�深圳市东方之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深圳市创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深圳市博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深圳市百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深圳深博信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深圳瑞府投资有限公司

28�深圳前海盈利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深圳前海金色阳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深圳前海金泓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深圳前海红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2�深圳前海国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3�深圳金善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深圳金赛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深圳汇智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深圳恒信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深圳瀚海磐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8�深圳富益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9�深圳鼎金博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1�雷霆资本（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42�广东锦纳百洲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深圳市奕金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深圳市前海德润富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深圳市汇怡通投资有限公司

46�深圳前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7�深圳国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中经北证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49�智联（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元沣（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深圳正圆投资有限公司

52�深圳盈富量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深圳荧兴源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54�深圳旭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5�深圳信义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6�深圳泰润秦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深圳市珞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8�深圳市中恒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9�深圳市小而美投资有限公司

60�深圳市湾区经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1�深圳市水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深圳市首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3�深圳市前海圆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4�深圳市前海汇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5�深圳市前海安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6�深圳市牛牛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7�深圳市绿石创投基金有限公司

68�深圳市力鼎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9�深圳市朗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0�深圳市骏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深圳市宏润恒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2�深圳市海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3�深圳市富远利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4�深圳市富德凯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5�深圳市福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6�深圳市鼎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7�深圳市道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8�深圳市邦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9�深圳市安银合创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深圳市安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深圳石羊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2�深圳盛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3�深圳盛世嘉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4�深圳森南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85�深圳萨持明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深圳前海鑫星伊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深圳前海昶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8�深圳前海卓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9�深圳前海云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深圳前海元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深圳前海新丰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2�深圳前海圣鸿华庭股权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93�深圳前海三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4�深圳前海沁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5�深圳前海乾元资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6�深圳前海乾极道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7�光大金控（陕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8�常德金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9�湖南楷诺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湖南以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1�张家界旺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2�长沙新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3�湖南博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4�湖南方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5�佳木斯金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6�黑龙江广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基金：持续看好优质的成长公司 部分个股跌出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 邱晴

1

月

16

日，创业板指数再度下跌

3.64%

，已延续八连跌。 创业板指数收

于

1830.85

点， 创

2016

年以来新低。

曾经耀眼的明星板块为什么会跌跌不

休，不少基金公司认为，市场对

IPO

降

速的期望落空，加上对股票解禁潮、通

胀等因素的担忧令创业板指数不堪重

压。但有基金经理认为，有部分内生增

长良好的成长股， 估值已经跌至历史

低位，值得重点关注。

下跌三大元凶

在公募基金看来， 导致市场下跌

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个是

IPO

速度

未减。 融通基金认为，

2017

年以来，部

分投资者预期

IPO

会降速， 而上周五

又有

10

家公司拿到了批文，从上周五

创业板大跌可以看出市场预期落空。

监管思路目前仍延续“放

IPO

，收再融

资”， 市场将其解读为变相的注册制。

这使得中小创， 尤其次新股的调整十

分明显， 同时也使新股上市后涨停板

过快打开，降低了打新基金收益率，引

起部分资金的抛压。也有基金认为，随

着次新股收益率的下降， 市场担忧产

生“次新炒作下降

-

打新收益率降低

-

负反馈打新基金

-

大蓝筹配置降低”的

连锁反应。

二是解禁压力大。 海富通基金施

敏佳认为， 去年

12

月以来，

A

股市场

进入解禁高峰期， 市场节前大多持观

望态度；此外，创业板

8

连阴，市场情

绪持续低迷，部分权重个股跌停；可以

看到， 部分估值过高的个股昨日受挫

较为严重。

三是市场担忧通胀加剧。 广发基

金资产配置小组认为， 原油价格中枢

的上升以及

12

月超过

5%

的

PPI

数据

让市场担忧一旦

PPI

向

CPI

传导，市

场对央行可能会收紧货币存在担忧。

部分估值已经跌到位

从历史看，创业板出现“八连跌”

是前所未有的记录， 随着创业板持续

“杀估值”， 是否已经有个股跌出了机

会？

华商润丰拟任基金经理鲁宁认

为，创业板指数回到了比

2015

年

9

月

和

2016

年

2

月还低的水平，而这期间

企业的盈利是在持续增长的， 后续更

多是消化对于再融资并购等负面情绪

的压力， 估值寻底的过程也是寻找具

有持续盈利增长企业的过程， 目前不

用太过悲观。

融通新能源基金经理付伟琦认

为， 在

2017

年， 从

4000

点上方跌到

1800

点的创业板，以及更广泛的成长

股依然不具备系统性机会。 但与此同

时， 在投资者系统性减配成长股的思路

和行为下， 他们观察到有一批内生增长

良好的成长股，

2017

年市盈率已经下降

至

20~35

倍之间， 对应未来

2

年复合增

速在

20~50%

之间。 从中期看，股票的价

值体现在其微观基本面的变化， 市场风

格的变化只会阶段性影响股票的估值波

动。 而对内生增长较好的个股来说，

20~

35

倍的估值属于偏低的位置，已经进入

风险收益比较高的状态， 是他们的重点

配置方向。

施敏佳则认为，创业板自设立以来，

8

连阴实属罕见， 今年

1

月以来的大跌

另一方面也孕育了一些投资机会。 可以

参考去年

1

月熔断后， 创业板部分个股

几乎走出了翻倍的行情。因此，就基本面

和情绪面而言， 可能会存在反弹的机

会。虽然市场风格短期较难切换，但持

续看好优质的成长公司， 二季度后市

场情绪预计转暖。

而大成基金认为， 当前市场行情

围绕通胀和改革展开， 行业配置上应

选择受益于通胀、 对利率不敏感的行

业，如食品饮料、公用事业、石化、银行

等， 主题策略上选择受益于改革的机会，

专注一带一路、国企混改、农业供给侧改

革等主题。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基金经理陈平认

为，当前创业板估值已经相对便宜，对于

TMT

行业， 估值在

30

倍以下的个股已经

接近一半，处于历史低位，而成长股的业

绩增速保持在

30％

以上，很有吸引力。

创业板破位下跌 多只分级基金拉响下折警报

证券时报记者 张筱翠

创业板的跌势并没有因为权重股

乐视网的复牌而停止，昨日，创业板指

下跌 3.64%，跌破 2016 年初“熔断”

时创下的历史低位，受此影响，多只跟

踪相关指数的分级基金拉响下折警

报，由于短期濒临下折的分级 B 净值

杠杆较高，在市场波动变大的情况下，

投资者应时刻注意风险。

数据显示，当前濒临下折的、与创

业板指数短期走势高度相关的分级 B

主要有 4 只，分别为互联网 B、成长 B

级、传媒 B 级、创业股 B 等，根据集思

录网站数据， 只要母基金再分别跌

1.97%、4.22%、5.88%、6.37%，这 4 只分

级基金就会触发下折， 从而引爆新一

轮分级基金下折潮。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距离下折最

近的是互联网 B， 该基金的价格杠杆

高达 4.59 倍，母基金跟踪的指数是中

证移动互联指数， 如果近期创业指数

再次大幅下挫， 与创业板指数高度相

关的中证移动互联指数或将受影响，

若跌幅超过阈值， 互联网 B 或成为

2017 年第一只下折分级基金，建议投

资者短期注意风险。

除了与创业板指数高度相关的

上述四只分级基金， 转债分级基金

也是濒临下折分级的“重灾区” 。 集

思录数据显示， 只要母基金分别再

跌 5.96%、7.09%，可转债 B、转债 B

级等 2 只转债分级便面临触发下折

的风险。 濒临下折的转债分级的价

格杠杆普遍较大，可转债 B、转债 B

级等基金的价格杠杆分别高达 4.79

倍、4.63 倍。

不过与 2015、2016 年几次下折潮

不同的是， 此轮濒临下折的多只分级

基金中，其 B 份额的溢价率和母基金

的溢价率普遍不高，如互联网 B，根据集

思录估算， 溢价率约为 1.37%， 相比之

下， 其二级市场的高杠杆对投资者的负

面冲击更大。

而数据显示，濒临下折的 10 余只分

级基金平均价格杠杆高达 3.75 倍，对于

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而言， 价格杠杆较大

的分级 B， 其二级市场的价格将受到指

数的巨幅波动和影响， 在股市仍未有止

跌迹象的情况下， 投资者短期还是尽量

回避此类品种。

总体来看， 当前濒临下折的分级基

金主要与创业板指的走势高度相关，因

此， 短期创业板指的走势对这些分级基

金的影响至关重要， 而在短期创业板指

破位下跌的情况下， 机构对创业板指短

期并不乐观， 意味着一些分级基金短期

内下折风险较大。

“创业板近期持续大跌，我们觉得

短期创业板的风险仍难言释放完毕，我

并不十分看好， 短期创业板或面临进一

步调整。后面可能有反弹机会，但建议投

资者在此轮估值消化后， 再寻找一些有

业绩支撑、估值合理的成长股择机买入，

目前不要轻易抄底。”深圳一位基金经理

对记者表示。

接近下折线的分级B一览

数据来源：集思录 张筱翠 /制图

乐视网复牌遇大跌 公募基金谨慎以对

证券时报记者 王瑞

代表着创业板龙头和不少公募基金

重仓股的乐视网

，

昨日复牌虽一度大涨

，

但受到创业板整体大跌拖累最终收跌

，

未来乐视网将会走向何方

，

基金经理的

态度如何值得市场关注

。

受创业板走势影响

，

昨日复牌的乐

视网股价高开低走

。

早盘一度涨逾

8%

，

午盘便开始一路下跌

，

跌幅一度超过

5%

，

随后走出了

“

V

”

型走势

，

最终以跌幅

1.12%

收盘

，

收盘价为

35.4

元

。

去年

12

月

6

日起

，

乐视网因筹划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其他资本方式

引入战略投资者事项停牌

。

12

月

12

日

，

多家基金公司对旗下基金持有的乐视

网等多只停牌个股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估值

。

在乐视网本次停牌期间

，

A鄄

MAC

信息指数跌幅为

11.88%

，

由于跌

幅已被计入净值

，

昨日乐视网的跌幅为

1.12%

，

这就意味着

，

1

月

16

日

，

乐视网

在重仓该股的基金净值当中贡献了个

股

10%

的涨幅

。

就在复牌的前一天

，

乐视引入了

168

亿元的融资

，

原来的资金紧张得以

缓解

，

但复牌之后

，

股票依旧在收盘时表

现为下跌

，

乐视网未来的命运如何

？

从采

访的多位基金经理来看

，

对乐视网普遍

持谨慎的态度

。

北京一位基金经理颇为悲观

，

他表

示

，

开盘第一天的博弈非常重要

，

昨日以

下跌收盘

，

说明已经优势不在

，

后期难言

安全

。

北京某偏成长型基金经理认为

，

乐

视网代表着过去的一种盈利模式

，

不停

地进行外延式并购

、

流动性充裕受到市

场追捧

。

但是随着资本市场公众认知的

深入

，

而且市场上也有了可比标准

（

手

机

、

视频

、

汽车等领域

），

与自己预期相

差甚大

；

另一方面

，

乐视网摊子很大

，

基

本上囊括了大部分前沿领域

，

短期业务

覆盖能力

、

流动性问题已经逐步暴露

，

甚至有些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

。

资本市

场的盈利模式

、

市场环境

、

企业生存环

境都在发生着变化

，

上市公司的稀缺性

减弱

。

目前投资更看重基本面

，

未来要

看乐视是否有能力做出真正好的产品

和服务

。

也有基金经理相对较为乐观

。

北京

某中型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表示

，

这次引

入

168

亿元资金进行大规模的资产运

作

，

对乐视网风险的释放是有好处的

，

最

起码

1~3

年内

，

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不

大

。

如果真正能按照他们的路径来最终

实现

，

未来公司发展会很有前景

，

但投资

者前景的预估难度很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