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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基金管理费差近一倍

低费率或难成营销利器

□

本报实习记者 张鹏

面对今年羸弱的市场， 基金公司

的营销越来越困难，陷入卖难、不卖也

难的尴尬境地。 同时，同类基金的差异

化越来越明显， 其中包括基金管理费

和托管费在内的费率差异在逐渐扩

大， 这不仅体现在股基等高风险基金

产品上， 也体现在固定收益类等其他

基金产品上。

以整体管理费水平最高的

QDII

为

例， 主动管理型

QDII

目前默认管理费

率为

1.8%

。其中，第一批“出海”的

QDII

基金管理费率最高，为

1.85%

；今年刚

成立的、 被动投资的诺安全球黄金管

理费率最低，为

1%

。 又如，同为被动型

指数基金、 同是跟踪沪深

300

指数，博

时裕富沪深

300

管理费率为

0.98%

，大

成、广发、鹏华、长盛沪深

300

为

0.75%

，

而嘉实、华夏、银华、国泰等沪深

300

为

0.5%

，最高和最低之间差距近一倍。

在固定收益类基金中也存在管理

费率的差异。 在混合一级债基中，最高

的是华宝兴业可转债，为

1.3%

，其次是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和博时裕祥分级，

为

0.8%

，最低的仅为

0.6%

，相差

30%

以

上；混合二级债基中，管理费率最高的

是招商安瑞进取，为

0.8%

，最低的是中

海增强收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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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债基，为

0.6%

，相差

33%

。 而指数型债基、中短债基的管理

费率分别可低至

0.28%

和

0.41%

。 保本

基金相对较小， 可比的

15

只产品中最

高的为

1.3%

，最低为

1.1%

，相差

18%

。

对于基金公司而言， 低费率策略

会成为新发基金摆脱销售困局的砝码

和利器吗？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费

率差异化是基金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投资者对交易费用等投资成本愈发重

视。 在弱市行情下，基金公司在通盘考

虑新发基金营销时可以纳入低费率策

略， 以较低的费率或一定的费率折扣

优惠较快地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申

购， 从而有助于提高基金的规模和流

动性。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费率一

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涨回去， 低费率策

略应该建立在提高管理效率、 加大成

本与管理费用的控制， 降低基金推销

成本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低费率策

略只是基金公司诸多市场营销的手段

之一，也不能过于依赖或滥用，以免公

司利益和信誉受损。

但若拿管理费率最高和最低之间

差距近一倍的同类基金做比较， 就会

发现管理费率的高低对于基金规模的

影响可能并不明显。 业内人士表示，在

各种营销方法面前， 恐怕基金公司都

很难回避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 业绩

仍然是投资者考查和选择基金的首要

标准。

值得关注的是， 受国际黄金价格

上涨影响， 投资海外黄金资产的诺安

全球黄金盈利状况持续良好， 三季度

给持有人带来利润

9258

万元， 较投资

于国内股市的基金业绩更为领先。 不

难看出， 个别

QDII

尽管整体管理费率

较高，只要投资正确、业绩尚佳仍能继

续获得投资者追捧青睐。 有基民就表

示，从追求超额回报的角度上看，费率

无论高低都是必要的投资成本。 虽然

他也乐见降低费率， 但更看重基金能

不能赚钱。

该业内人士还表示， 对于长期投

资和持有基金来说，在复利效应下，长

期投资费率少一点， 收益可能会好一

些。 不过，基民的确应该降低主动型基

金中投资能力一般、成本大的基金的投

资比重。 而这一点，值得基金公司格外

注意。

■

银基对对碰

■

海外营销

无惧短期资金流出

全球对冲基金持续加码亚洲

□

本报记者 高健

种种迹象表明， 尽管全球资金

近期明显流出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

新兴经济体， 但对冲基金业及相关

行业参与者仍看好高速增长的亚太

市场，并持续在该区域实施“加码”。

新发基金规避“尾部风险”

根据城堡投资集团的介绍，该

集团计划新推对冲基金欲着力规避

的所谓“尾部风险”，是指不太可能

发生、 而一旦发生则相对极端且代

价高昂的风险。

城堡投资集团曾于今年早些时

候在亚洲推出了一只本地宏观对冲

基金， 该基金首席投资官 （

CIO

）亚

当·莱文森强调，从类别上，新基金

将属于关注市场波动的 “凸性基

金”。 不过，他拒绝透露有关新基金

规模在内的其他信息。

需指出的是， 城堡投资集团宣

布退出新基金的眼下， 全球金融市

场正处于资金持续流出新兴市场的

境况中。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上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

报告》，全球金融危机后对新兴市场

的投资呈结构性增强趋势，“在亚

洲， 经济增长受挫会导致每月

73

亿

美元的资金流出， 经济增长不确定

会导致每月

218

亿美元的流出，而全

球风险带来的冲击则会导致

91

亿美

元的流出”。

城堡投资集团显然也注意到了

这一市场趋势。该集团曾在新加坡专

门召开会议，探讨受到欧债危机影响

的资金流动状况前景会是温和回流，

还是引发市场恐慌。 “无论探讨结论

如何，明年在欧洲肯定会有一次严重

的衰退，” 莱文森表示，“而且会迫使

全球金融市场维持低利率环境。 ”

最新数据显示， 城堡投资集团

管理资金总额高达

440

亿美元。 该集

团在去年重返亚洲市场并在新加坡

建立了办公室， 而旗下的城堡亚洲

宏观基金在

9

月大跌

2.5%

后，今年已

累计下滑

1.23%

。

亚洲市场潜力获广泛认同

尽管如此， 城堡投资集团仍做

出了在亚洲市场新发对冲基金的决

定。 莱文森强调，该集团产品继续专

注于亚洲市场首先是基于对欧债危

机前景的乐观预期。 他认为，本周欧

盟峰会和下周二十国集团 （

G20

）首

脑峰会的接连召开， 将有助于欧债

危机得到恰当的救助。

莱文森甚至已对更多对冲基

金产品对象做到了心中有数。 他指

出，日本的银行债务、亚洲地区部

分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以及印度

长期债券市场将是很好的投资主

题。 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印度的

长期开放性债券市场，如果明年印

度的通胀率能大幅下滑，这个市场

将给相关对冲基金产品的投资者

带来巨大收益”。

事实上， 在对冲基金行业持续

对亚洲市场保有信心的同时， 该行

业相关业务市场同样在亚洲继续拓

展。 利格思介绍称，纽约梅隆北京办

公室在本月

24

日召开会议， 主要讨

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在中国的对冲

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客户，“我们目前

在中国还没有专门的团队来服务这

两类客户群体， 所以正考虑在本地

建立一支团队。 ”

利格思暗示了他对对冲基金业

就亚洲市场仍有快速增长潜力的判

断， 指出近期全球跨境资金从新兴

经济体市场流出的趋势仅仅是短期

现象。 “过去几个月中，我们看到的

情况一方面是由于亚洲股市流动性

仍然较高，另一方面，在当前大环境

下， 人们还是寻求比较安全的投

资，”他强调，“但长期来看，金融业

务及产品最大增长的潜力仍是在新

兴市场。 ”

银行看重债基 基金借路扩张货基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上海报道

“今年第三季度的基金发行可

以说是

10

年来最困难的。 ”浦发银行

基金证券团队主管倪苏云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她分析，四季度债券基

金会比三季度有所回暖， 所以浦发

银行四季度会加大债券基金的营销

力度。

而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与汇添

富基金联手开发的中信汇添富现金

宝联名信用卡日前正式上市， 打通

了从货币基金投资账户向信用卡账

户关联还款的渠道。 “这将极大地扩

张货币基金的销售规模。 ”基金界人

士分析。

货基借路扩张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陈

劲介绍，由于汇添富现金宝账户支

持国内

8

家发卡银行的现金投资，

中信汇添富现金宝联名信用卡通

过关联汇添富现金宝理财账户，可

实现信用卡账户的自动还款或自

助还款。 也就是说，持卡人可以通

过工行、农行、建行、招行、中信、兴

业、 民生和光大这

8

家银行的账户

购买汇添富的“现金宝”货币市场

基金，再设定信用卡关联还款。 那

么这笔钱就能享受货币基金的收

益，按天计息，并在信用卡还款日

自动还款。

汇添富基金副总经理、 首席运

营官陈灿辉介绍， 目前货币市场基

金的平均年化收益率在

5%

左右。

“以前，归还信用卡账单的资金

在关联的借记卡内只能享受活期利

息。 ”陈劲介绍。

基金界人士分析， 中信银行和

汇添富的合作能把投资者账户内的

闲散资金盘活， 短期内能使货币基

金规模迅速扩大。

陈劲介绍， 年底前希望中信汇

添富现金宝联名信用卡的发卡量达

到

10

万张。

在汇添富和中信信用卡合作的

背后，想像空间是巨大的：除中信信

用卡外， 如果汇添富继续寻求与其

他信用卡的合作， 货币市场基金的

规模将有更大的扩张空间。 基金界

人士分析，目前股债双跌，不少基金

公司都把发展货基当成了眼下的战

略重点。 而汇添富的做法无疑走在

了众基金公司前列。

汇添富的营销方式还有一层值

得关注的深意： 如果投资者能通过

更多的银行（目前是

8

家）账户投资

“现金宝”， 而且汇添富货币基金能

够向更多的信用卡还款， 那么汇添

富基金实际上已经在从事类似 “第

三方支付”的业务。汇添富不仅是在

“代为支付”， 还能让客户账上的资

金增值。 这个功能是真正意义上的

第三方支付公司所不具备的。

“出于技术或者商务合作上的

问题，目前只有

8

家银行可以购买现

金宝，并与联名信用卡关联。 ”汇添

富副总经理陈灿辉介绍。

四季度力推债基

浦发银行基金证券团队主管倪

苏云介绍， 她对四季度股票市场仍

然持谨慎态度， 而债券市场估计会

有所回暖。 与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

相比， 货币基金对银行销售的利润

贡献度不高， 对客户粘度的贡献率

也不高， 因此一直不是该行营销的

重点。所以，四季度债券市场基金无

疑成了该行营销的“重头戏”。

“我们会向客户重点推荐中、低

风险，流动性好的基金产品。 ”倪苏

云介绍。

某大型国有银行的相关人士介

绍，最近在售基金大幅减少。产生这

种情况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

是年底市场情况不好， 各家基金公

司希望在明年年初能大规模推出新

产品。 其次，基金的赚钱效应减弱，

投资者都在观望， 减弱了对基金的

投资意愿。

他估计，基金公司四季度将加

强债券基金的销售力度。 “我们当

然会积极配合各家基金公司，大力

销售。首先是做好新发行产品的营

销， 好的产品重点发行； 其次，搞

好我们的 ‘营养组合’， 为客户从

资产配置的角度推荐基金。 ”该人

士介绍。

他预计基金公司明年会加大持

续营销力度， 银行也会在这方面积

极配合。

美国大型另类资产管理公司城堡投资集团

（

Fortress

）

24

日宣布， 该集团计划在

2012

年推出其重

返亚洲市场后在该区域发行的第二只对冲基金，以保

证当地投资者远离金融市场的 “尾部风险”。 与此同

时，纽约梅隆亚太区主席利格思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该集团正在探讨“如何更好地服务于

在中国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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