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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目标基金试水 互联网平台创新投教

支付宝推“一站式”养老，全方位提升国民养老意识

� � � �

9

月

10

日，又有两只养老目标基

金发行。

中欧、 泰达宏利旗下的两只养老

目标基金产品分别于

9

月

10

日开售，

这次销售与华夏基金之前选择的自销

不同，两只基金将首次选择全渠道，不

仅自销， 还同时选择了银行和支付宝

等第三方互联网平台。

养老目标基金在中国市场是个陌

生产品， 而以其投资周期长赎回不灵

活等特点， 能否获得投资者认可是一

个新的挑战。为此，深度布局养老投资

的支付宝率先推出 “一站式” 养老服

务， 提供包括养老投资教育等有关国

民养老的全方位服务，并将利用

AI

技

术给用户智能匹配养老资产。 这种互

联网创新形式， 将有助于国民提升养

老认知， 更对养老投资基金的未来发

展有重要意义。

养老基金

首度全渠道开售

养老目标基金是一种专门指向养

老的长期投资产品， 自今年

8

月

6

日

首批养老目标基金获证监会核发以

来， 其发行时间和销售方式成为了投

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据了解，目前中

欧、 泰达宏利即将上线支付宝平台的

产品， 也是养老目标基金在互联网平

台上的首度试水。

8

月

28

日，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简称 “华夏养老目标基金”）发

行。与之前外界预期大不相同的是，华

夏基金选择了谨慎发行， 其发行渠道

只选择了自有的华夏基金直销平台和

华夏财富认购， 甚至连基金公司目前

还最为倚仗的银行渠道也没有选择。

华夏基金相关负责人就公开表

示，对销售规模没有预期。可见业内对

当前养老目标基金能否受被投资者接

受还是表现谨慎。

除了银行和自有渠道外， 这次基

金公司也更加重视互联网销售平台，

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养老基金登陆这

些平台。

目前， 包括支付宝上的蚂蚁财富

平台、 天天基金等大型基金互联网销

售平台都跃跃欲试。

以蚂蚁财富平台为例，据了解，除

中欧、泰达宏利外，蚂蚁财富也在与其

他基金公司做相关产品测试、对接，后

续首批其余

12

只不同类型的养老基

金也将陆续登陆养老专区， 给投资者

提供更丰富、多样的选择。

多家互联网平台都表示做好了

技术测试， 同时根据锁定规则实现

了相应的锁定机制， 并在客户购买

下单前增加了《风险揭示书》的确认

功能。

从长期看， 包括银行和互联网平

台在内的渠道对养老目标基金都很重

视，也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国民认知决定发行规模

与普通的基金产品不同的是，养

老目标基金有三大特点： 一是养老基

金采用动态资产配置策略， 而一般公

募基金并不这样操作。 以目标日期基

金为例， 这类产品的投资配置将会随

着投资者年龄增长、 风险承受能力下

降而日趋“保守”，投资标的里面股票

等风险相对较高的权益资产比例会逐

渐下降， 债券等非权益资产比例逐渐

上升。 二是养老目标基金应该被视为

一种长期投资品种。 要实现既定养老

目标，需要投资者长期坚持投入。三是

目前养老目标基金都是以

FOF

形式

运作，能更好地进行大类资产配置，同

时也再次分散了投资风险。

目前， 市面上获准发行的养老目

标基金分两种， 即按退休日期选择的

“目标日期型”， 和按风险偏好选择的

“目标风险型”。即将发售的“中欧预见

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是典型

的目标日期型，主要针对

2035

年左右

退休的投资人群， 权益投资比例会随

着

2035

年的临近而逐步降低。 而“泰

达宏利泰和平衡养老目标” 则属于目

标风险型，“平衡” 代表这款产品长期

固定在中等风险水平。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

老问题日益突出， 而我国居民养老此前

主要依靠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

年金支撑，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养老第一

支柱和第二支柱， 个人商业养老还处于

缺失状态。

目前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体系刚刚启

动，养老目标基金也才批准发售，而发达

国家的养老目标基金规模早已经达到数

万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美股的个人投资

养老体系十分发达。 据统计， 截至

2017

年底， 其整个社会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

规模大约

30

万亿美元，直接融资规模约

135

万亿美元，直接融资占比

82%

，而美

国补充养老金资产合计超过

25

万亿美

元，其中投资共同基金规模

8.8

万亿美元。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 长期

以来， 公募基金行业在服务各类养老金

市场化、 专业化投资运作方面发挥了主

力军作用。 目前，

16

家公募基金管理公

司受托管理基本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

年金，管理规模合计超过

1.5

万亿元，市

场份额占比超过

50%

，为养老金保值增

值做出了卓越贡献， 以社保基金委托公

募基金管理投资为例，

2001

年以来取得

了年化

8.4%

的收益率。

李超认为，未来，在服务第三支柱个

人养老金方面， 公募基金行业同样大有

可为。

虽然在多个场合， 监管部门都力推

养老目标基金， 希望成为未来基金行业

重要的产品分类。但是，多家基金公司在

获得批准发行养老基金后， 都对发行规

模表示谨慎。毕竟，养老基金对国民而言

是个新投资形式，而其投资周期长，赎回

形式也不灵活， 短期内较难获得众多投

资者的认可。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养老目标基金

起售仅仅是个人养老投资的开端， 从海

外经验看，唤醒大众养老投资意识，做好

投资者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当前的市场环境也对养老目标基

金发行提出了挑战。 今年以来，

A

股市场

持续下跌， 沪指从今年

1

月末的高点

3587

点一路跌到

2729

点（期间最低

2653

点），累计跌幅达到

23%

。

A

股的流通总市

值由年初的

47.1

万亿元左右，下跌至今天

的

38.5

万亿元，已缩水

8

万亿元之多。

今年以来市值出现下跌的上市公司

数量达到了

3086

家，占比

89.22%

；市值

出现上涨的上市公司只有

368

家。

上述低迷行情给市场投资者信息带

来持续打击， 而一些基金公司净值的下

跌，也影响了投资者购买基金的热情。一

些基金公司的发行规模不断降低。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 养老目

标基金与社保基金投资风格相似， 均是

以追求长期稳健增值为目的， 鼓励投资

者长期持有，其风险性比普通基金更低。

“但既然是理财产品，投资养老目标基金

也并非没有风险。 投资标的综合质量以

及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 或对养老目标

基金的‘长期稳健增值’形成风险挑战。 ”

宋清辉说。

不过，市场低迷、指数在地位徘徊也

恰恰是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布局的好时

期， 不过这需要加强投资者对长期投资

价值的认知， 市场的投教意义也将显得

尤为重要。

支付宝引领行业创新

据了解， 蚂蚁财富早就开始着眼于

养老目标基金开始布局。 基金公司在其

平台上开的“财富号”拥有丰富的投教内

容，早有基金公司开始在“财富号”进行

关于养老基金的投教内容。

早在开售前， 中欧就已财富号平台

上，开设了“未来养老”和“养老早知道”

栏目，以互动游戏、真人漫画的方式唤醒

用户养老储备意识，广受用户好评。 一位

中欧基金电商负责人表示。

除机构个性化养老投教内容呈现

外，为了帮用户提早规划养老，在即将上

线的“养老”专区中，用户还将拥有个人

专属养老账户，随时查询社保、医保、公

积金，即时获取养老科普等资讯内容。

据了解， 考虑到养老是典型因人而

异的投资场景， 蚂蚁财富接下来还会利

用

AI

技术， 智能调整用户养老资产匹

配，机构也可以根据用户的情况变化，输

入因时而异的匹配投顾服务， 实现一人

一策，专属定制。 未来，用户在支付宝上

的养老账户也有望对接基金、 保险等多

种养老产品，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养

老商业账户。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此类养老分账

户，不仅可以提升用户的投资体验，更重

要的是为将来面向养老保险、 养老基金

的税收递延政策做好准备， 通过账户可

以实现独立核算税收优惠， 可以帮助用

户更好地规划个人养老投资， 这也将大

大提高国民的养老意识， 促进对养老目

标基金的认知。

（裴晨汐）（CIS）

A股上市银行涉房贷款26万亿 房企开发贷逆势增长

上半年，个人房贷增速虽继续下滑但仍占较大比重；上市行对房企开发贷普遍采取差异化授信政策，聚焦重点客户、重点区域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段久惠

日趋严厉的调控政策之下， 上市

银行的涉房贷款仍然保持稳定增长势

头。 截至

6

月末，

26

家

A

股上市银行

涉房贷款余额合计

25.92

万亿元，较

年初增长

7.7%

，在总贷款中的占比接

近

31.4%

。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上市银行半年

报发现，一方面，虽然个人房贷增速继

续下滑， 但仍占据银行信贷投放的重

要席位， 在新增零售贷款中的占比也

高达

62%

；另一方面，尽管房企融资

渠道收紧似乎已成既定事实， 但上半

年

A

股上市银行房地产行业贷款总

额却逆势增长， 增量甚至高于去年同

期， 只有

7

家银行该行业贷款余额有

所压降。

值得注意的是， 在涉房贷款总额

继续上升的同时， 银行也在进行结构

性调整。其中，个人房贷重点支持居民

购买自住房需求，兼顾贷款收益水平，

对地区、楼盘也有一定要求；房企开发

贷则普遍采取差异化授信政策， 聚焦

重点客户、重点区域，严控商用房开发

融资、商业性棚改融资。

个人房贷增速继续放缓

今年上半年， 上市银行对个人住

房按揭贷款投放的热情不减。 截至

6

月末，

A

股上市银行个人房贷总额已

突破

20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7.52%

至

20.7

万亿元。

但在房地产市场调控、 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等要求下， 房贷增速继续降

低。 数据显示，上半年

A

股上市银行

房贷增量、 增幅分别为

1.45

万亿元、

7.5%

，而去年同期房贷增量、增幅分

别约

1.76

万亿元、

10.9%

。 不过，个人

房贷在

A

股上市银行的信贷投放中

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上半年该类贷款

增量在零售贷款增量中占比接近

62%

，在总贷款增量中占比近

30%

。

具体来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仍然是房贷大户， 上半年无

论是余额还是增量， 都在国内银行中

排名居前。其中，建设银行

6

月末房贷

余额在总贷款中占比高达

33.5%

，继

续排名国内第一位， 此外农业银行的

房贷占比也接近

30%

。

股份行中， 上半年房贷增量较大

的则是中信银行和兴业银行， 分别超

过

611

亿元和

568

亿元。中小银行中，

北京银行和江苏银行房贷增速和增量

相对较高， 房贷余额分别较年初增加

147

亿元、

122

亿元。

规模继续增长的同时， 房贷利率

水平也居高不下。 根据融

360

最新发

布的报告，至今年

8

月，全国首套房贷

款平均利率已连涨

20

个月，报告也认

为，当前房贷市场政策指向仍偏紧，未

来房贷利率或保持低幅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 民生银行

6

月末

个人房贷余额较年初压降约

115

亿

元，减幅近

3.3%

，成为上半年唯一一家

减少个人房贷投放的银行。 该行表示，

上半年严格执行国家和各地房地产调

控政策，同时根据推进贷款结构调整、

提升贷款整体收益水平的经营导向，

精选优质地区优质楼盘， 按照监管政

策要求合理支持居民自住购房需求。

开发贷逆势增长

今年以来， 房企融资渠道收紧似

乎已成事实。 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

房企国内贷款额达

1.4

万亿元， 同比

下滑

6.95%

， 这与去年前

7

个月房企国

内贷款额同比增长近

20%

的情况截然

不同。

截至

6

月末，

26

家

A

股上市银行对

公贷款项下的房地产行业贷款余额总计

5.19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8.34%

；增量也

达

3993

亿元，高于去年上半年增量。 其

中， 只有

7

家银行房地产业贷款余额较

年初有所减少，且以中小银行为主。

虽然不同银行对房地产业贷款的统

计口径可能略有不同， 但主要包括开发

贷款、 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和其他发放

给房地产行业企业的非房地产用途贷

款，其中以开发贷为主。

26

家上市银行中， 共有

19

家银行

房地产行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 其中

12

家银行增幅高于

10%

。 成都银行、贵

阳银行、上海银行、民生银行

4

家银行分

别以

44%

、

40%

、

30%

和

28%

的增速领先

于其他银行。

从增量上看，上半年建设银行、民生

银行、 工商银行的房地产行业贷款余额

分别较年初增加

845

亿元、

728

亿元和

512

亿元，增量位居前三位。

值得注意的是， 一批银行也提高了

对房地产领域的资产质量控制和风险防

范要求。招商银行就表示，在当前国家坚

决去杠杆、防风险的大背景下，把房地产

授信业务作为重点防控领域。

农行半年报显示， 在全行连续六个

季度出现不良“双降”的情况下，该行房

地产行业贷款上半年反而出现不良 “双

升”。 截至

6

月末，该行房地产业不良贷

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47.5%

至

85.4

亿元，

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也较年初上升

0.32

个百分点至

1.45%

。“过去房地产业的不

良一直比较低， 但上半年房地产不良有

反弹，新发生的不良贷款中，有接近

9%

在房地产行业。 ”农行行长赵欢表示。

聚焦重点企业、重点区域

上市银行逆势增加开发贷投放的同

时，对房企信贷投放的结构也在变化，被

普遍采纳的是差异化授信政策， 即聚焦

重点客户、重点区域。

工商银行在半年报中表示， 该行一

方面继续择优支持财政实力较强、 层级

较高的政府购买服务棚户区改造贷款业

务，稳步开展租赁住房贷款业务；另一方

面， 该行在对商业性房地产贷款在总量

控制的基础上， 实施区域差异化信贷政

策， 重点支持一线城市及库存消化周期

合理需求充足的二线城市普通商品住房

项目， 审慎把握三四线城市新增住房开

发贷款业务， 并从严控制商用房开发贷

款及商业性棚户区改造贷款业务。

招商银行更是明确表示， 上半年房

地产业贷款主要投向优质战略客户，严

控战略客户名单外增量投放。具体来说，

全行围绕住房租赁、 房地产资产证券化

和房地产权益性投资等未来行业趋势方

向进行组织和投放；同时，深化总分行战

略客户的合作， 严控前期房地产价格过

高及库存较高城市的融资占比， 严控商

用房开发融资，严控高杠杆、高融资成本

地产项目融资。

建设银行也表示，上半年“重点支持

优质房地产客户和普通商品住房项目”。

截至

6

月末， 该行房地产开发类贷款余

额达

3601.2

亿元，较年初增长

12.9%

。

再以农业银行为例， 区域结构上，

该行上半年重点支持一线城市住房项

目；客户结构上，重点支持总行直接准

入类客户；产品结构上，重点支持棚户

区改造、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从严控

制宾馆酒店、商业地产、商品流通市场开

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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