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主编：杨磊 编辑：杜妍 2018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二

Tel:

(0755)83501646

Fund

基金

半个月3只定增基金密集到期更名

证券时报记者 应尤佳 朱文君

近期， 又有定增基金接连到期

转型。

10

月

10

日，华安中证定向增发

事件指数基金改名为华安创业板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联接

基金。

10

月

15

日，银华鑫盛定增基金

到 期 转 型 为 上 市 开 放 式 基 金

（

LOF

）。

10

月

25

日，平安大华鼎弘基

金也将到期。实际上，整个定增基金

市场正面临着业绩不佳的压力，有

到期期限的定增基金在陆续转型，

退出定增基金市场。

定增主题基金今年以来的业绩

差强人意。数据显示，在

63

只定增主

题基金

(

各份额分开计算

)

中有

53

只

的净值出现下跌，占比超八成，多只

定增基金今年以来的净值跌幅超过

30%

，

10

只定增基金跌幅超过

20%

。

而从成立以来的业绩来看，只

有

18

只定增主题基金取得正收益，

占比不超过三成，表现最好的博时

汇智回报自

2017

年成立以来净值

上涨

16.79%

，其余基金净值增长均

不到

10%

。

业内人士分析， 定增主题基金

今年以来业绩表现不佳与定增解禁

股表现不佳相关。 今年二级市场整

体低迷，解禁公司股价大幅回调，相

关基金净值受到连累。同时，陆续有

定增基金“踩雷”问题公司，如中弘

股份被爆出债务危机， 股价持续下

跌， 成为沪深两市除退市股之外股

价最低的个股， 持有该股的基金承

受很大压力。

对于定增基金而言，影响更大

的是政策因素。

2017

年

2

月，证监会

发布再融资新规，从发行端限制定

增市场，“打折买股票” 效应减弱。

2017

年

5

月，证监会再发减持新规，

从退出端加大对定增市场的限制，

定增股票第一年最多能卖出

50%

的股票。

自此， 定增基金开始全面遇

冷，以往策略失灵，陆续到期的定

增基金只得转型。在有明确到期日

的定增基金中，今年以来，广发睿

吉定增、国投瑞银瑞泰定增、博时

睿益定增等超过

10

只产品已宣布

转型，其中，九泰锐诚、九泰锐丰等

为提前转型。

在本月

3

只基金转型之后，红

土创新定增将成为今年到期的最

后一只基金。明年之后，有明确到

期日的定增基金还

5

只，其中，

2019

年将有两只基金到期，

2020

年只有

一只基金到期，

2021

年将有两只基

金到期。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研究员严

雄认为， 上市公司再融资新规的冲

击叠加市场行情疲软， 定增基金的

赚取效应持续低迷。 存续的定增基

金亏损较为严重， 很多定增基金开

始转型。 未来如果不出现政策转向

和市场情绪的好转， 定增基金大概

率是会继续遇冷。

诺亚研究工作坊研究员褚志朋

表示， 虽然定增基金以往的策略失

灵，但同时，现行政策正在改变基金

公司参与定增项目的投资模式，基

金公司参与定增项目会更加谨慎，

更加全面地考虑定增项目对公司长

期盈利能力的影响。 虽然投资难度

会加大， 但会更加有利于定增基金

的长远发展。

事业部制受阻 部分中小基金公司谋求转型

证券时报记者 李树超

事业部制曾经被行业视为与股

权激励配套的重要机制，但部分中小

公司不得不承认这种尝试行不通。

近日，记者了解到，部分中小基

金公司取消了事业部制架构，回归原

有管理框架；以核心基金经理工作室

为主要形式的事业部制，也因为核心

投研人员的离任而“名存实亡”。

部分公募取消事业部制

据行业人士透露， 沪上一家中

小型公募近日内部发文称， 根据公

司经营管理需要， 决定对公司部分

架构做出调整， 原来的 “机构业务

部”更名为“机构业务管理总部”，负

责机构业务拓展。

无独有偶， 以核心基金经理工

作室为主要形式的事业部制也在今

年受到重大调整。上半年，华北某中

型基金公司的核心基金经理离职，

其牵头的工作室回归旧的投研框

架，事业部制也“名存实亡”。

事业部制是公募基金所做的重

要探索。

2014

年

4

月，中欧基金率先尝

试事业部制，此后，国泰、前海开源、

九泰、华商、民生加银、招商、创金合

信等十多家公司陆续开始部门事业

部制改革，围绕核心投研、销售团队

组建独立运作的事业部。

激励效果差异明显

股权激励和事业部制一般为中

小公司视为留住人才、 实施激励的

配套措施。从近几年的实施效果看，

事业部制确实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核

心人才的积极性， 带来了规模和业

绩上的收获， 但也分散了公司的发

展合力。

一位基金分析人士表示， 据他

观察， 大型基金公司很少有实施事

业部制的案例， 一方面有着存量与

增量利益博弈、 股东方反对可能的

原因， 但最主要的还是公司在发展

顺风顺水时， 大型公募不愿意轻易

去变更体制。

该人士认为， 不少中小型公募把

事业部制当作实现人才激励、“弯道超

车”的机遇，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对

于部分公司而言， 事业部制非但没能

留住人才，反而对“兵微将寡”、资源稀

缺的小公司进行了部门分割， 资源被

进一步分散，削弱了公司的发展能力。

“以我了解的一家基金公司为例，几十

人的机构业务部设置了十多个事业

部，每个事业部只有三五个人，有的因

为人员变更甚至只剩一个人， 这一个

人既要对接客户，又要做合同，管理内

部办公业务……粗放的分工、 低效的

人力， 让公司本来就稀缺的资源更加

分散化。”

在这位基金分析人士看来， 事业部

制对能力全面的员工是好的平台，他们可

以凭能力在事业部制中脱颖而出。但对绝

大多数员工来说，事业部制让他们成为相

对孤立的团队，公司的分工协同效应大大

降低了。“事业部制限制了这些中小公募

的发展。”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事业部

制本身没有优劣之分， 是否有效还要

看公司如何具体执行。

北京一位中型公募副总经理表示，

部分公募取消事业部制并不能否认事

业部制的激励作用。 “事业部制本身是

一个很好的制度，将员工收入与管理规

模、业绩等挂钩，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机

制，有的公司执行得比较彻底，取得很

好的效果，如中欧、金鹰等很多采取事

业部制的公司就做得相当成功，而有的

公司只是‘照猫画虎’，在实际执行中暴

露出各种问题。 ”

“事业部制是一种激励方法，能否

做好还在具体公司的合理安排， 这是

市场化的竞争和激励机制， 需要在执

行时得到中后台的配合， 将新的制度

顺利嫁接到公司原有体制架构上，避

免‘水土不服’。 ”该副总经理说。

期限利差拉大

债基忧心再投资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 李树超

债市走牛， 债券基金今年收获了不错的

投资收益。然而，要保持业绩，基金经理不得

不应对债券再投资风险。

近日， 多位债券基金经理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在

8

月份以来的宽货币、宽信用环

境下，短债利率迅速下降，债市长短期限利差

拉大，在存量资产到期和新增资金面前，债券

面临再投资风险。 部分公募基金准备通过拉

长久期、加杠杆等方式，防止债基收益率快速

下降。

基金经理担心再投资风险

北京一家基金公司固收投资总监表示，

当前债券基金经理比较担心债券再投资风

险。存量债基配置的债券到期后，需要重新配

置，而当前债券利率与此前已有明显差异，债

券收益率大幅下滑。另一方面，上半年牛市吸

引机构资金涌入债市， 新增资金存在配置需

求。面对存量资产到期和新增资金，需要创新

规划投资资产，尽量缩短再投资时间。

北京一家中型公募固收投资部负责人也

告诉记者，上半年，信用利差拉大，短端利率下

降得很快，期限的利差迅速放大，长端利率虽

然下降缓慢，但未来也会下来。对存量债基来

说，无论是短债还是长债，在资产配置上都将

面临再投资的风险。

北京上述固收投资部负责人认为， 央行

降准，宽信用、宽货币的市场环境得到进一步

确认， 而这样的货币环境也带来债券利率的

上行压力。由于短端利率下降很快，长端利率

下降缓慢，就会产生期限的利差。

“降准后， 银行资金并不会马上去买长

端， 而是会买短债， 这对短债市场有挤出效

应， 未来短债性价比会越来越低。 从趋势上

看，长端收益率也会下降。整个市场的收益率

都在往下走， 后面配置的资产将无法保证现

在的收益率。”

债基拉长久期、加杠杆应对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做好债基的投资

和资产配置， 成为债基经理思考的重点。北

京上述固收投资部负责人表示，目前资金面

比较宽松，收益率也降低了。但理论上仍然

可以通过拉长久期、加大杠杆的方式获得收

益。但整体市场收益率毕竟不如以前，对债

基收益率不应有太高的期望。“应对再投资

风险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比如我们可以拉

长久期，尽量投资长久期的债券，锁定投资

收益。也可以对高评级、安全性高的债券加

大杠杆，部分封闭式基金可以最大加到

200%

的杠杆。”

北京上述固收投资总监也认为， 到期收

益率目前处于单边下行态势， 大家不会偏向

太短久期的债券， 适当拉长久期是应对再投

资风险的重要策略。

然而， 北京一位绩优债券基金经理则表

示，债牛行情至少会延续半年，适当加杠杆对

提升投资收益是有效的。“在久期方面， 考虑

到利率下行空间有限， 没有必要选择特别长

的久期，可以考虑偏中长期的久期策略。”

全球股市下跌QDII业绩承压

机构谨慎看待后市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 刘芬

今年以来，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

者（

QDII

）基金表现一枝独秀，领先

A

股基金十余个百分点。但是，上周

全球股市急跌让

QDII

基金受到重

创， 多只

QDII

基金

10

月以来的净值

跌幅超过

5%

。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11

日，

广发纳斯达克

100ETF

、 国泰纳斯达

克

100ETF

等

12

只

QDII

平均收益从暴

跌前的

23.14%

骤降至

13.61%

， 一周

跌去

10

个百分点。

民生加银基金认为， 中美贸易

争端短期影响有限， 中长期需要关

注美国中期选举， 影响投资者信心

的仍是国内中长期经济走势。 中观

数据已经开始弱化， 未来需要关注

减税和改革等相关利好政策的落地

情况。短期没有必要太悲观，需要以

时间换空间。

汇丰晋信基金认为， 美国利率

持续上行压低美股风险溢价水平，

美国中期选举前诸多变数更增加了

市场的不确定性。 但美股估值尚未

达到泡沫阶段、 未出现预示经济衰

退的长短期利率倒挂现象， 经济数

据仍偏强，判断美股见顶仍未定论。

10

月

12

日，全球股市迎来反弹，

道指上涨

1.15%

， 恒生指数上涨

2.12%

。对此，招银国际认为，港股为

技术性反弹，后市将受制

26000

点心

理关口，可能再创新低。中美贸易摩

擦难以很快解决， 投资者仍需密切

留意贸易战发展。

北京某大型公募的

QDII

基金经

理表示积极看待四季度机会， 但美

股仍有多重不确定因素， 美债收益

率高企， 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影响上

市公司业绩； 此外市场也在警惕美

国中期选举的不确定性。 科技成长

和生物医药是推动美股上涨的两大

主要板块，但受经济、贸易政策等因

素影响，市场有可能继续下跌，投资

这两大领域的

QDII

基金将继续承

受压力。

彭春霞/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