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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发行火爆创纪录 头部机构成大赢家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许孝如

魏书光

新年伊始，

A

股交易活跃，私募

发行快速升温， 单月发行数量料创

纪录。

证券时报记者多方调查发现，

头部私募成为其中大赢家。 私募基

金发行火爆的背后，是券商、银行等

机构渠道的大力推动， 私募投资者

群体快速扩大。

私募基金发行火爆

根据私募排排网数据中心不完

全统计，截至

1

月

27

日，

2021

年以

来备案的私募基金数量高达

2316

只， 其中私募证券基金

1698

只，占

总量的

73.32%

，较去年同期的

933

只，增幅高达

81.99%

。 基金业协会

备案数据显示，

1

月

27

日， 单日在

协会新增备案的产品数量就高达

176

只。 显然，大部分资金都是看好

2021

年证券市场表现的，主力资金

随后也将陆续在股市中建仓。

值得注意的是， 头部私募产品

发行相当火爆， 尤其是量化私募再

次成为市场发行大赢家。 截至

1

月

27

日，幻方量化备案产品数量高达

52

只，在今年私募基金备案数量中

拔得头筹；灵均投资则以

46

只备案

数量位居第二， 即今年备案数量前

两位均为量化私募； 老牌百亿私募

淡水泉和林园投资则均以

20

只的

备案数量排名第三， 在股票多头私

募中排名第一。

此外，九坤投资、明汯投资、盘

京投资、趋时资产、高毅资产、诚奇

资产今年以来的备案数量均超过

10

只。 此前，认购超过

100

亿元的

宁泉资产和但斌执掌的东方港湾投

资在今年都备案了

9

只产品。

一家百亿量化私募相关负责人

表示，

1

月份提前备案产品，是为了

接下来的渠道正式发行做准备，缩

短客户等待时间。“备案产品都是与

银行、券商等渠道提前确定好的，只

等正式销售出去。 ”

对于

1

月份私募产品发行井喷

现象， 私募排排网资深研究员刘有

华表示，一方面，私募产品发行井喷

是资金向权益类资产转移大背景的

必然趋势，

P2P

爆雷、非标等类固收

投资收益下降， 房地产受到政策调

控，导致资金风险偏好提升；另一方

面，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显成效，投资

者对未来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普遍

认为结构性牛市行情已开启，

A

股

有望走出长期结构性慢牛， 未来私

募为代表的机构将成为市场主导。

“同时，头部私募热销情况依旧

还会持续， 这是市场择优投资的必

然结果， 除非这些头部私募主动拒

绝资金， 否则强者恒强格局依旧不

会改变。 ”刘有华说。

机构代销成为助推器

机构销售渠道是私募产品火爆

的重要助推器，近年来，中信证券、

招商银行、 平安银行等机构持续加

大对优秀私募的产品代销力度，带

动了私募行业爆发式增长。

“从渠道来看，过去

1

年券商是

私募销售量最大的机构之一， 中信

证券甚至超过了招商银行。 还有一

类是转型期的股份制银行， 他们会

自上而下推一些产品， 比如兴业银

行和浦发银行。 这两类渠道过去两

年在私募销售上非常抢眼。”一家大

型私募市场部负责人称。

证券时报记者从多家券商获

悉，近期知名阳光私募淡水泉投资、

高毅资产等多家知名百亿私募产品

在券商代销渠道热销，“炒股不如买基

金”的观念，同样在私募基金产品领域

深入人心。

“初步统计

1

月份私募基金销售

规模已经接近

100

亿元。”总部位于北

京的一家国内头部券商金融产品部门

有关负责人表示， 现在头部私募产品

销售非常火爆， 历史业绩优秀的百亿

私募产品基本上都被秒杀， 甚至有私

募开始限额认购。

2020

年有多家券商的私募代销

规模创新高。其中，中信证券私募代销

的规模近

800

亿元， 创下券商行业代

销私募产品的历史纪录， 银河证券的

私募代销规模也突破

300

亿元。

银行私行沉淀大量高净值客户，

因此成为私募扩张的重要渠道之一。

“这两年买基金挣钱效应明显，我

们卖出的产品过去两年年收益率都在

两位数，投资者追加投资的很多，特别

是女性顾客， 我们希望客户能定投私

募产品。 ”平安银行一位销售顾问说。

目前，平安银行已经与淡水泉、重

阳投资、拾贝、泓澄等头部私募机构进

行合作，去年年底，合格客户可参与私

募定投的产品数量达

170

只。 从平安

银行代销私募业务来看，近两年来，购

买该行私募产品的客户中，

2019

年盈

利客户占比为

83.9%

，

2020

年盈利客

户占比达到

90.7%

。

机构热衷代销私募等产品顺应居

民储蓄搬家大趋势， 也顺应自身财富

管理业务转型需求。通常来说，代销机

构与私募管理人会有利益分成， 扣除

费用后的固定管理费部分一般是各分

一半，而在后端业绩提成上，机构渠道

也会分得一杯羹。

私募投资者群体

快速扩大

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渗透率正在

快速提升。 有业内人士称，购买私募

产品的投资者主要是个人高净值客

户，以前多是企业家、高级白领等，最

近几年伴随居民财富增长，个人投资

者群体有所扩大，机构投资者也越来

越多。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新增投

资者主要来自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的长

期增量资金， 配置需求和政策支持是

资金入市的主因。”世诚投资相关人士

向记者表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战略

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 良好的投资性

价比、持续的赚钱效应使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和海外资金持续流入，

A

股资产在资产配置中的比例不断提

高。考虑到中国居民储蓄的巨大基数，

以及配置

A

股资产的较低基数，资金

流入

A

股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据部

分券商预计，

2021

年累计流入

A

股的

资金将接近

2

万亿元。

上海一家大型私募相关负责人介

绍了一个案例：“年前有一位浙江的

70

多岁老阿姨通过朋友找到我们，希

望购买我们公司一款股票型私募产

品。后来考虑到对方年龄比较大，我给

她推荐了公司一款相对稳健的产品，

现在收益也不错。 ”

私募投资者群体的快速扩大也与

私募销售的一些新趋势紧密相关。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目前有很

多私募以投顾身份与信托公司等机构

合作发行混合类产品， 虽然这类产品

合格投资者认定标准与私募自主发行

产品的一致， 但在渠道销售时投资金

额门槛可以降至

40

万

～50

万，这让投

资者有了更加灵活的选择， 等于用之

前一半的金额就能买到 “私募”（实际

是信托计划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资管产

品）。

“这样的情况在银行、保险销售产

品时比较普遍。从效果上看，对私募管

理规模提升的帮助非常大。 客户买入

金额降低了， 同样的资金可以配置更

多产品。 渠道销售私募产品最近有了

一些新趋势，除了门槛降低外，产品封

闭期在加长， 固定环节的费率也在降

低、 私募管理人业绩提成的基准在提

高， 部分管理人开始采用单个客户赎

回时计提，这对投资者也更为友好。 ”

北京一位私募人士表示。

银河证券研究院

杀回卖方研究江湖

证券时报记者 闫晶滢

在卖方研究江湖中， 又有老牌研究所

携队回归。

继一年前公开招聘研究院负责人后，

银河证券研究院于近期正式开启 “招兵买

马”。日前，银河证券官网显示，其研究院一

次性推出多个职位招聘， 主要覆盖卖方研

究和机构销售团队， 向卖方服务转型呼之

欲出。

对此， 银河证券研究院负责人解学成

接受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专访时表示，

卖方研究所的竞争力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

专业担当的管理团队；二是持续、稳定的市

场化激励考核制度； 三是开放包容进取的

创业平台。

全新打造卖方队伍

还未到“金三银四”的传统招聘季，银

河证券研究院已抢先开启了“招兵买马”的

进程。日前，银河证券官网挂出研究院的招

聘公告，拟公开招聘首席分析师、分析师、

机构销售及公募基金评价等多个岗位。 据

悉，预计此次招聘约

30

人，这在业内颇为

少见。

无论是首席、分析师，还是机构销售，

都是卖方研究重要岗位。近年来，银河证券

研究院主打“智库建设”，强化对内服务，卖

方研究相对弱化， 研究佣金分仓规模也一

路下滑。招聘公告中，银河证券称，将“全力

打造新卖方”，代表研究院新转型方向。

对此，解学成向记者介绍，自

2020

年

下半年， 银河证券提出研究院要在加大内

部客户服务的同时， 增加对外部机构客户

的研究服务， 并通过了相关的市场化激励

奖惩制度，支持将卖方研究做大做强。

“银河证券做卖方研究有不错的条件，

绝大多数的机构客户都有银河证券的交易

席位，且银河证券已有较完整的销售体系，

包括研究销售。 ”解学成介绍，此次招聘只

是第一步，未来银河证券将通过持续招聘，

不断优化研究、销售队伍。

三大竞争力构建卖方研究

近年来， 卖方研究市场竞争激烈程度

不断提升。如何打造卖方研究所的竞争力？

在解学成看来， 卖方研究所的竞争力主要

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是有专业、 担当的管

理团队，第二是有持续、稳定的市场化激励

考核制度，第三是有一个开放、包容、进取

的创业平台。我们也将围绕着这三方面，全

力打造银河的卖方研究所。 ”

而对研究所乃至研究人员的考核，一

直是业内的难题。对此，解学成坦陈，“通过

卖方研究， 让外部机构客户对研究进行打

分派点，甚至是排名，能够实现对研究的考

核和定价，有利于研究业务的持续、高质量

发展。”并且，证券公司财富管理、投资银行

也需要高质量的研究服务， 而经过市场锤

炼的卖方研究队伍可以更好地满足这部分

需求。

“高质量的证券研究是需要投入的，前

期投入规模取决于证券公司对研究的重视

程度。”解学成认为，在公司投入的过程中，

证券研究一定要加强为公司发展提供智力

支持，从而在公司内部形成正反馈。与此同

时， 要加快卖方研究和机构销售队伍的建

设，对机构投资者提供研究服务，争取佣金

收入，提升自身造血能力。

进入“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证券

研究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成为行业探讨

的重点。对此解学成认为，证券行业的高质

量发展关键是在规范发展的基础上坚持创

新驱动， 根植于国家经济发展大战略和服

务实体经济的现实需求， 以全方位、 多维

度、深层次的创新驱动发展，增强核心竞争

力，提升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

解学成表示， 证券研究落实高质量发

展新理念， 亟需根据行业转型发展的现实

需求开拓进取， 进行商业模式的重构与探

索。一方面进行对外服务的重构，多元化客

户结构、 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 特色化程

度、创新研究及服务模式；另一方面探索全

面提升支持证券公司业务发展的能力，承

担更多支持证券公司业务发展的证券定

价、风险管理、产品开发、业务趋势、发展战

略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研究职能。

中小银行加速抱团 辽宁计划合并12家城商行

在经营和风险防范的压力之下，此举成为多地中小银行重要“破局之路”

证券时报记者 谢忠翔

辽宁将筹建省级城商行。日前，

辽宁省政府官网消息显示， 辽宁省

政府在最近常务会议上研究推进该

省内城市商业银行整体改革工作。

辽宁省政府表示， 将通过申请

新设组建一家省级城市商业银行，

合并省内

12

家相关城市商业银行。

央行官网

1

月

28

日在首页头条转

发了这一消息。

去年以来， 多地中小银行合并

重组进程在提速。

2020

年

11

月初，

由四川省内多家地方银行组建的四

川银行正式挂牌成立；目前，由山西

省内多家城商银行合并组建的山西

银行正在路上。 在经营和风险防范

压力下， 此举似乎成为中小银行重

要的“破局之路”。

合并12家银行

辽宁省政府官网

1

月

27

日消

息称，合并该省内

12

家相关城商行

“打造产权清晰、资本充足、内控严

密、治理完善的现代城商行。 ”

1

月

25

日，辽宁省委、省政府

向国务院金融委汇报了城商行整体

改革的总体思路。下一步，辽宁省政

府将牵头整体改革工作， 引进辽宁

省金控集团等、 全国大型优质企业

以及中国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公司作

为战略投资者。

实际上， 辽宁推进城商行改革

此前就有迹可循。

2015

年

9

月辽宁

省政府发文提出，要“推动城市商业

银行改造”， 通过引进金融资本，深

化内部改革， 支持重点城商行完善

内部治理结构。

2020

年

11

月， 辽宁省委在制

定该省 “十四五规划” 的会议中提

到，将“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推进城

市商业银行重组整合”。正式提出了

合并重组该省城商行的相关规划。

光大银行金融业分析师周茂华

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城商行酝酿

合并在情理之中。 由于宏观经济环

境变化、竞争加剧，部分中小银行经

营压力上升， 合并也有利于防范化

解风险。

新银行资产或破万亿

目前

,

辽宁省拥有

15

家城商行，

其中包括盛京银行、锦州银行两家港

股上市银行。其余各市级城商行包括鞍

山银行、本溪银行、朝阳银行、丹东银

行、抚顺银行、阜新银行、葫芦岛银行、

辽阳银行、盘锦银行、铁岭银行、营口

沿海银行、营口银行和大连银行。

同时，除盛京银行、锦州银行和大

连银行外， 辽宁省内的城商行普遍规

模较小，通常资产规模在千亿左右，且

多家银行资产低于千亿，其客群、经营

区域也基本局限在各地市。

从股权结构上看，辽宁省

15

家城

商行里，盛京银行大股东为恒大集团，

实际持有该行

36.4%

的股权； 锦州银

行大股东也为国资背景的工银金融和

信达资产，分别持股

10.82%

和

6.49%

。

此外，资产规模排名第三的大连银行，

其实际控制人为国有资产管理公

司———中国东方资产， 持股比例为

50.29%

。

除去上述

3

家银行，其余

12

家城

商行的股东持股相对分散， 大股东通

常为当地的财政局或国有企业， 如盘

锦银行由盘锦市财政局及下辖各县财

政局合计持股

27.7%

； 另一种大股东

是当地民营企业，且无实控人。

从资产规模上看，上述

12

家城商

行资产总计约

1.2

万亿元， 若据此推

测， 辽宁省新设的这家省级城商行资

产总额或将破万亿。

从盈利能力上看， 去年辽宁多家

银行净利润降幅明显。 据部分银行披

露的

2020

年半年报显示， 如锦州银

行、辽阳银行、营口银行、阜新银行等，

净利润降幅分别为

147.6%

、

88.7%

、

41.88%

和

31.49%

。

银行加快抱团取暖

去年以来， 已经有多地中小银行

抱团取暖，合并组建多家银行。

从各地省级法人银行筹建方式来

看，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吸收合并方

式（即

1+N

），即在一家城商行基础上，

吸收合并重组

N

家城商行，

2015

年挂

牌成立的江西银行即采用此种方式；二

是新设合并方式（亦被称为联合重组模

式），直接申请筹建一家新银行，吸收合

并其余城商行，徽商银行、江苏银行及

后续的多数省级法人银行均采用这一

方式； 三是以一家银行为重组标的，翻

牌升级为省级法人银行，

2016

年正式

开业的海南银行就采用这一模式。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

刚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相对其他省

份，辽宁的城商行数量比较多，预计将

要合并的

12

家城商行规模不会太大。

曾刚认为， 辽宁省是根据自身情

况进行改革，而不是简单合并。组建省

级城商行的优势在于能够提升规模，

市场影响力也将扩大。同时，优化股权

结构和公司治理， 让其更好地应对风

险和挑战。

私募机构

对后市不悲观

近日

，

A

股市场在流动性担忧下

连续下跌

。

不过

，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发

现

，

多数私募对后市并不悲观

，

仓位整

体依然较高

。

上海一中型私募机构人士告诉记

者

，“

现阶段看全球货币政策大幅转向

的概率不大

，

市场发展到当前阶段出

现大幅波动属于正常现象

，

不用过于

恐慌

。

我们公司的产品仓位仍然维持

在八九成

。 ”

清和泉资本也认为

，

一季度宏观

流动性不会有太大问题

，

宏观流动性

自去年

7

月以来就一直处于边际收

紧

，

但没有大幅转向

，

宏观的边际打压

并不是风险

，

不改市场核心向上的逻

辑

。

另一方面

，

微观流动性则不断超预

期

，

尤其是公募基金的火爆发行

，

使得

新资金不断进入市场

。

世诚投资称

，

该公司对于今年的

市场还是比较乐观的

，

市场面临着四

大中长期利好因素

：

包括政府高层和

宏观经济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追求

；

资

本市场战略地位提升

；

资产配置引起

的资金持续流入

，

以及一级市场融资

需求引发的二级市场活跃度等

。

（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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