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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已完成 首批公募MOM产品呼之欲出
证券时报记者 陆慧婧
又一类创新产品渐行渐近， 近日
多家基金公司反馈， 公募管理人的管
理人（
MOM）产品已完成答辩，并进行
法律文件定稿， 且与投资顾问达成一
致商务条款。
为了迎接首批公募MOM正式落
地， 基金公司从团队及系统方面两手
准备，有公司派出总裁牵头组建MOM
投资决策委员会， 有公司相关系统已
准备就绪，可支持后续基金发行、投资
管理、估值核算等环节。

首批公募MOM
已完成答辩
距离公募MOM首场答辩已过十
多个交易日，近日，不少基金公司反馈
旗下公募MOM已顺利完成答辩工作。
证监会网站显示， 鹏华精选群英
混合、创金合信群星一年定开、招商惠
润一年定开、 建信智汇优选一年持有
期、 华夏博远一年持有期等5只公募
MOM已经获得第一次反馈意见。
各基金公司积极上报公募MOM，
平安基 金 在 4 月 下 旬 接 连 上 报 两 只
MOM，已接到补正通知；建信基金前
期已上报公募MOM产品， 并完成答
辩， 后续将继续优选投顾上报相关产
品；创金合信基金旗下公募ＭＯＭ产品
已完成法律文件的定稿， 且与投资顾
问达成了一致的商务条款， 后期还会
继续上报相关产品，希望将MOM产品
打造成一个丰富的产品线。
鹏华基金资产配置与基金投资部

FOF投资副总监赵强介绍， 鹏华首只
公募MOM是主打 “
好赛道+优秀管理
人”的相对收益型产品，适合中高风险
偏好的投资者， 公司后续还会推出多
资产多策略的财富管理型MOM，以及
类绝对收益的产品， 以满足中低风险
偏好的投资需求。

投研团队及IT系统到位
为了保证公募MOM顺利推出，基

金公司在人员、 系统上支持力度都相
当大。
赵强称，鹏华MOM投资决策委员
会由公司总裁、研究部总经理、资产配
置及基金投资部总经理、 基金经理以
及鹏华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组成。 鹏
华资产配置及基金投资部在资产配置
层面会提供实时研究支持， 外聘的投
资顾问也是在二级市场上有丰富研究
和投资经验的基金经理。
建信基金也表示， 为公募MOM

组建了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投研团
队，投资模型经过多轮打磨，并精选
了投资顾问， 通力合作为投资者贡
献价值。
招商基金表示，公司为公募FOF/
MOM业务配备了专门的研究团队，着
重营造了与开展资产配置类业务相匹
配的文化氛围，为MOM业务和产品的
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备战公募MOM的基金公司也在
系统上进行多轮改进。 鹏华基金已经

从投资、交易、风控、估值各方面做好
了系统优化， 保证MOM产品顺利推
出。 建信基金表示，MOM相关系统已
准备就绪，可支持后续的基金发行、投
资管理、估值核算等多个环节。创金合
信基金也称，已完成开展MOM业务的
IT建设，并完成了相关的测试，可以立
即投入到MOM业务开展中。 招商基金
的交易系统和估值系统均已完成对应
功能的开发测试， 可满足MOM产品运
作需要。

MOM寻求差异化定位 多个难点待破解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公募MOM将很快推出，多家基金
公司表示， 希望在未来做好差异化定
位， 打开公募基金大类资产配置发展
的新局面。

寻求差异化定位
创金合信基金表示，MOM产品与
FOF产品有很多共同点， 两者都是为
了实现大类资产配置而进行的金融
创新，但又存在一些差异，如FOF产品
有分散度的要求等，MOM产品则通过
为产品下各资产单元分别聘请投顾
的方式，在MOM产品体内设立多个资
产单元，作为机构之间互相合作的载

体效果更好。
鹏华基金FOF投资副总监赵强直
言，FOF更适合满足通用型需求，如养
老规划，MOM可以通过与优秀投资顾
问的私人定制， 来满足更为细分的市
场和需求。
建信基金表示，MOM更侧重基金
公司选择优质投顾的能力， 同时强调
基金公司自身对于投资决策的判断和
投资机会把握。
招商基金表示， 引进MOM模式，
一方面， 有助于提升机构投资者和个
人投资者以理性投资为导向， 实现投
资风险的前瞻性严格控制；另一方面，
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金
融产品 和 基 金 经 理 数 量 与 日 俱 增 ，
MOM模式能在更大范围、 以更多形

式、 更加便捷地帮助投资者借助中国
最优秀的投资能力， 提高投资效率和
质量。

多个难点待破解
MOM尚属新鲜事物，运作业务中
存在不少难点，如与投顾沟通、风险控
制等。
“
MOM的难点主要在于如何根据
客户需求设计产品， 如何找到优秀的
小M作为长期合作伙伴， 以及如何激
励小M并和小M保持利益上的一致。 ”
赵强表示，首先，公募MOM的需求点
是较难把握的地方。 其次，MOM管理
者必须真正懂投资、懂策略、懂人性，
在分析历史数据和多次交谈验证中选

出优秀的投资经理， 并与投资经理建
立起长期的友谊和考核互动机制。 最
后，要看大M和小M的利益是否能长期
保持一致。
建信基金表示， 主要难点在于基
金管理人与投顾之间的沟通与配合，
以及对投顾的管理与把控， 同时充分
发挥投顾的主动管理能力。此外，MOM
产品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 后续随着
产品不断丰富、市场更加成熟，各个管
理人的投资优势和特征也趋于明显，
沟通机制也有望更加完善。
招商基金认为， 挑战 和 风 险 主
要来自后台运营及风控， 公募MOM
还没有正式运作经验， 在后台运营
处理及风险管理等方面还需要密切
关注。

存在八大违规行为 国信嘉利被暂停基金销售6个月
证券时报记者 李树超
继泰诚财富基金销售（
大连）有限
公司、 浙江金观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等基金销售违规被监管后， 又有第三
方销售机构违规遭监管。
近日， 江苏证监局发布行政监管
措施通告， 对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信嘉利基金”）
采取出具警示函暂停办理基金销售业
务6个月的行政监管措施。

国信嘉利基金
被暂停基金销售6个月
按照江苏证监局的通报， 国信嘉
利基金存在八大违规行为。
其中， 违反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的
有5项：一是公司未将基金产品风险评
价方法及其说明向基金投资人公开；
二是公司资金长期被股东占用，公司
财务、人员等与控股股东上海漫道投
资有限公司混同； 三是公司2019年9
月6日至10月25日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的人员少于10人， 未在5个工作日内
向证监局报告；四是公司通过微信公
众号办理基金销售业务时，未根据反
洗钱法规相关要求识别部分客户身
份， 未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未
留存客户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或
影印件； 五是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刘
晓光2019年5月20日与公司协议解除
了劳动关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生
变更， 但此前公司未将变更方案报证
监局备案。
两项同时违反了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和基金销售机构内部控制指导
意见：一是公司未将调查和评价基金
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的方法及其说
明， 通过适当途径向基金投资人公
开；二是公司未定期评价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
此外， 公司没有制定灾难恢复计
划并定期组织演练； 公司的系统运行
数据中涉及基金投资人信息和交易记
录的备份未保存在不可修改的介质
上； 公司未制定基金投资人提供自助
式前台系统失效时的备用服务措施或
方案。 上述行为违反了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 基金销售业务信息管理平台管
理规定等多项规定。
针对上述违规行为， 江苏证监局
对国信嘉利基金采取出具警示函暂停
办理基金销售业务6个月的行政监管
措施，同时，要求国信嘉利基金进一步
健全公司治理，加强内部管理，全面梳
理合规风控流程，并按照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要求落实
整改，构建完备合规风控体系。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截至4月28
日，国信嘉利基金与江信、富荣、嘉合、
南华等30多家基金公司的519只基金
（
A、C份额合并计算） 开展了代销合
作。在目前具备基金代销资格的153家
独立销售机构中， 该公司合作基金数
量的占有率为8.89%，排第78位。

或引发新一轮“
解约潮”
多家公募人士表示， 第三方代销
机构若出现违法违规情况， 基金公司
一般会选择暂停或终止合作。
此前，泰诚财富基金销售（
大连）
有限公司违规被罚， 就曾遭遇多家基
金公司密集公告暂停或终止合作。 此
次国信嘉利基金违规， 也可能引来新
解约潮”。
一轮“
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电商部门人士
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一般而言，针对合
作中已经出现的违规的第三方代销机
构， 可以联系上的会协商终止合作协
议；部分未能联系上的，会把终止合作
协议给到律师， 由律师出函履行告知
义务， 公司层面会发布终止代销协议
合作的公告。 “
与违规被罚第三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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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主要是基于基金公司自身声誉问
题和对投资者负责的考虑， 因为公募
基金是投资标准化资产， 并不会因为
销售渠道出问题影响到基金产品的正
常投资和运作。 ”
北京一家次新公募基金销售部人

士也向记者透露， 她所在公司目前已
经与泰诚财富终止合作， 与国信嘉利
基金还未终止合作。 不过，“
对于有被
监管处罚记录的代销机构， 不排除及
时与其终止合作的可能”。
北京一家公募互联网金融部人士

也表示，公司一直注重风险的防控，在
渠道接入上有一系列严格的尽调流
程，“
一旦第三方销售机构被处罚，会
考虑终止合作，但目前尚未遇到过，我
们目前合作的都是排名靠前的知名代
销机构，不包括国信嘉利基金。 ”

准入门槛抬高 基金销售行业马太效应凸显
证券时报记者 李树超
近年来， 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违
法违规事件增多， 基金公司也提高了
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的合作门槛，更
加注重渠道合作机构的规范运营。 在
银行、基金公司以及“
流量为王”的第
三方基金销售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
中，行业的马太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基金公司提高代销门槛
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电商部门人士
表示， 目前他所在基金公司基本终止
接入新的代销渠道。 现有的合作第三
方会新增一个补充协议， 主要针对第
三方基金销售机构不符合监管层要求
的内控机制定期检查、 对反洗钱配合
程度不高、不配合监管检查、公司人员
联系不到等情况， 协议规定基金公司
可以单方面决定终止合作。

北京一家次新公募基金销售部门
人士也透露， 未来公司层面会考虑提
高基金代销的准入门槛， 进一步完善
和严格执行对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的
背景调查流程， 全面考察其资质和代
销能力。在合作过程中，也会进一步关
注代销机构的业务开展情况和企业发
展状况，在基金代销合作机构选择上，
依然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首要原则。
北京一家公募电商部门负责人也
向记者坦言：“
公司在成立初期，为了打
开合作渠道， 对代销机构合作基本是
‘
来者不拒’， 现在代销渠道出现各种
‘
花式’违规，公司也提高了合作门槛。 ”
他说，一是对违法违规第三方平台采取
“
一票否决”，终止合作关系；二是会考
虑第三方平台的基金规模保有量、用户
数、用户活跃度等指标；三是大型公司
都有合作的代销机构， 公司会优先考
虑；四是考虑业务的可持续往来、为基
金持有人带来的增值服务等因素。

马太效应凸显
一边是中小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
违规被罚，逐渐被边缘化，另一边是行
业巨头经营“
成绩单”力压传统银行渠
道，不断刷出历史新高，基金第三方销
冰火两重天”的市场格局。
售正面临“
从近期年报公布的数据看， 第三
方基金销售龙头业务增长迅猛。
数据显示， 天天基金去年金融电
子商务服务业 务 收 入 12.36 亿 元 ， 同
比增长15.98%。 基金代销方面，实现
基金销售额6589.1亿元，扣除“
活期
宝” 之外的基金销量额达到3757.84
亿元， 这两项数据都力压传统银行
渠道。 同期，蚂蚁基金2019年营收逼
近19亿，创成立以来新高；净利润接
近4000万，同比猛增72.96%。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截至4月28
日， 目前具备基金代销资格的独立销

售机构为153家，但各家代销基金数量
差别明显。 其中，天天基金代销基金数
量最多，达到5152只（
A、C份额合并计
算），占基金总数量的88.2%，此外，好
买、蚂蚁、盈米基金等代销基金数量都
超过4600只。
与头部机构靓丽光鲜相比，代销基
金数量低于3000只、 占有率不足50%的
中尾部代销机构多达135家， 占比为
迷
88.24%；代销基金数量不足百只的“
你”机构也多达47家，占比超过三成。
“
这不是一门好生意。 ”上述北京公募
电商部负责人说，“
从线上业务看， 第三
方需要借助客群广泛、 流量较大的平
台，或通过知名大V导流，而偏重线下
业务的第三方，面临配置网点和客户经
理等重资产的布局，叠加国内传统银行
渠道的竞争，基金公司自营销售平台的
抢食，大多数银行客户、互联网长尾客
户都已被覆盖，这也导致绝大多数第三
方缺乏竞争优势，逐渐被边缘化。 ”

公募掘金次新股

200只基金
扎堆京沪高铁
见习记者 文建斌
随着上市公司和基金一季报的披
露， 公募基金持仓次新股的动向也逐
渐明朗。
Wind数据显示， 截至4月28日，今
年一季度在A股上市的51家公司已有27
家披露了一季报，其中，8家公司的前十
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多只公募基金。
基金一季报数据显示， 一季度上
市的次新股中，京沪高铁被多达200只
基金重仓持有。

公募基金掘金次新股
多只一季度上市的次新股成为公
募基金的追逐对象。数据显示，公牛集
团、玉禾田、良品铺子等8只个股的前
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了至少2只公募
基金。
今年2月6日上市的插座巨头公牛
集团，在一季度收获81.02%涨幅的同
时， 也受到了机构的青睐。 一季报显
示， 公牛集团前十大流通股东均为机
构投资者，除2只社保基金外，其余8只
皆为公募基金，其中，有多达5只来自
交银施罗德基金， 合计持有549.09万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0.92%；此外，中
欧基金的两只产品也在一季度新进公
牛集团前十大流通股东之列。
民营环卫龙头玉禾田自今年1月
上市以来涨幅超过200%。 一季度末，
玉禾田前十大流通股东中有9家机构
投资者，来自博时、广发、鹏华、大成、
华安等基金公司。 Wind数据显示，一
季度末共有22只基金重仓玉禾田，其
中，广发、博时、鹏华分列持股总市值
前三位， 分别达到了5.03亿元、1.77亿
元和1.52亿元， 广发基金的持股占流
通股比为12.76%。
今年2月24日“
云敲锣”上市的良
品铺子， 其一季度末前十大流通股东
中，兴证全球基金旗下兴全轻资产等3
只基金分列前三位， 合计持股292.49
万股。
一季度，股市震荡加剧，部分次新
股上市后股价表现不佳， 但公募基金
进场热情不减。今年2月上市的科创板
上市公司华峰测控在一季度股价跌幅
为42.78%，在其一季度末前十大流通
股东中，共有5只公募基金，其中，诺安
基金旗下两只基金合计持股122.20万
股，位列流通股东前两位，汇添富基金
也有两只产品现身其中。 映翰通一季
度跌幅也达到41.06%，也有公募基金
新进前十大流通股东。
此外，博杰股份、优刻得、华润微等
次新股也受到公募青睐，前十大流通股
东中均出现多只公募基金的身影。
从所处板块看，上述8家公司中有
4家属于科创板上市公司。

200只基金
扎堆京沪高铁
基金一季报进一步呈现了基金公
司的投资方向和重仓个股。
Wind数据显示， 截至一季度末，
京沪高铁共吸引49家基金公司重仓持
有，多达200只基金扎堆该股，持股总
量为8.79亿股，占流通股比达33.74%，
持股总市值达49.45亿元。
其中， 易方达旗下共有19只基金
重仓京沪高铁，基金数量最多，合计持
股1.31亿股， 持股总市值7.34亿元，占
流通股比达5.03%； 持股市值最高的
是南方基金，南方3年战略配售持有京
沪高铁1.43亿股，市值达到8.05亿元。
此外， 重仓京沪高铁的基金公司
中， 持有京沪高铁的基金数量在10只
及以上的还有鹏华、华安、长信、东方、
中欧等基金公司。
除京沪高铁外， 基金重仓的石头
科技也引人关注。 今年2月，石头科技
登陆科创板。 Wind数据显示，截至一
季末，共有10只基金重仓该股，其中，
持仓占比最高的基金公司为景顺长
城， 其旗下3只基金共持有159.02万
股，持股总市值为5.49亿元，持股占流
通股比为10.24%。
此外，一季度上市的次新股中，斯
达半导、泽璟制药、八亿时空、万德斯
等个股也被多只基金重仓持有。 从板
块上看，上述个股多数属于科创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