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添富开通货基网上直销T+0赎回

□

本报记者 李良

货币基金创新向支付时代迈

出突破性的一步。 中国证券报记

者获悉， 继上周汇添富基金等三

家公司的“货币基金网上直销

T+

0

赎回”业务获批后，汇添富基金

于

10

月

11

日首家开通了货币基金

网上直销

T+0

赎回业务， 并发布

详细业务规则。 该项业务不仅首

次真正实现了货币基金赎回实时

到账， 且打破了此前基金赎回时

间限制， 投资者在包括周一至周

日的任何一个自然日的

7

点至

22

点均可进行货币基金赎回， 并即

时取现。

汇添富货币基金网上直销

T+0

赎回业务又称现金宝 “快速

取现”服务，目前，汇添富基金在

官网上开展快速取现手续费率优

惠活动。 在

2012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期间，首次体验该

业务的投资者免快速取现手续

费；二次体验该项业务，同样享有

快速取现手续费五折优惠。另外，

在优惠活动期间， 持有汇添富货

币基金总份额达到一定份额也可

免快速取现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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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进入

T+0

时代

规模有望迅速扩张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近期， 基金公司积极推进货

币基金创新， 无论是 “货币版

ETF

”还是“

T+0

赎回”，目标均指

向如何实现

T+0

操作， 从而进一

步提升货币基金的流动性管理工

具职能。业内人士指出，货币基金

一向是基金公司拼规模的利器，

而季末货币基金常常遭到大规模

赎回， 通过发掘券商保证金市场

和高流动性需求客户， 将有利于

迅速增加货币基金规模。

T+0大门开启

继汇添富基金于

9

月初上报

收益快线货币市场基金后，华夏

基金随后也上报了类似的保证

金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而近期，

“货币版

ETF

”———交易型货币市

场基金更是取得重大进展，华宝

兴业基金与银华基金均于

9

月底

上报了一只交易型货币市场基

金。业内人士指出，其实

4

家基金

公司所上报的创新型货币基金

在产品本质上是一致的，都针对

的是券商的

7000

亿元保证金市

场，并且将实现

T+0

操作。 只是

汇添富和华夏的产品可能是通

过获得中登公司担保授权方式

来实现，而华宝兴业和银华则通

过增加二级市场交易功能来实

现。 投资者投资这

4

只产品的收

益或仍主要取决于货币基金的

净值增长，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获

利的可能性不大。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货币版

ETF

”和

ETF

也有所区别。

ETF

的

申购赎回是通过一揽子股票，门

槛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

而华宝兴业申报的上市交易货币

基金采取“份额申购、份额赎回”

方式， 或可理解为 “全额现金替

代”的申购赎回方式，基金门槛更

低，申购门槛为

1000

元，二级市场

买入门槛为

10000

元。

近期有基金公司的直销

T+0

赎回方案获批， 旗下货币基金可

实现当日赎回当日到账， 这意味

着货币基金在流动性上与活期存

款更近了一步。

两市场引增量

业内人士指出，无法实现

T+

0

操作一直是制约货币基金规模

增长的一个障碍， 这一障碍清除

后， 货币基金相当于活期存款近

10

倍的收益率优势将得到彰显，

7000

亿元券商保证金和数十万亿

元居民储蓄存款的低收益时代即

将终结， 从而为货币基金带来规

模的迅速提升。

即使与券商在保证金市场进

行竞争， 尽管券商具有客户方面

的先天优势， 并最早推出了相应

产品，但是基金在收益率、信息透

明度等方面的优势不容小觑。 仅

从收益率来看， 银河证券数据显

示，截至

10

月

12

日，货币基金平均

七日年化收益率达到

3.657%

，

9

只

货币基金达

5%

以上，较一般券商

产品要高。

难挡高收益诱惑

基金涉足中小企业私募债

□

本报记者 江沂 深圳报道

自今年

6

月份中小企业私募债

正式发行，短短三个月时间即已形

成了数十亿规模的市场。 根据

Wind

统计数据，截至

2012

年

9

月

21

日，已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票面

利率区间为

7%-13.5%

。 据了解，目

前公募基金已开始涉足中小企业

私募债投资，并有以中小企业私募

债为主要投资内容的公募基金获

批或正在申报中。

公募存三虑 专户期限不匹配

“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几个月

间， 我们一直与承销商保持接触，

对发债主体的抵押品、担保机构都

仔细进行了研究，不过出于谨慎的

心态，这几个月我们还没有实际参

与中小企业私募债。 ”深圳一家大

型基金公司的固定收益类基金经

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与同样蓬

勃发展的上市公司信用债不同，中

小企业私募债针对非上市的小微

企业，发债门槛更低，与此匹配的

是较高的收益区间。 据

Wind

统计，

截至

2012

年

9

月

21

日， 已发行的中

小企业私募债票面利率区间为

7%

-13.5%

， 较信用债收益要高出很

多。不过，在记者的采访中，公募基

金前几个月的态度却相当谨慎。

有基金经理坦言，一是怕麻烦。

根据规定， 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私募

债后两个交易日内， 需在指定媒体

披露所投私募债的名称、 数量、期

限、收益率等信息；二是感觉风险太

大， 没有挑到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

券种；三是由于此类债券规模过小，

参与投资对整体收益贡献不大。

而一直被寄予厚望的基金“一

对多”专户则因为期限问题，对中

小企业私募债也不敢轻易涉足，

“专户大部分都是以一年或两年为

一个投资期限，而中小企业私募债

则以三年为期， 一旦专户接近到

期，则需要担忧流动性的问题。 目

前私募债市场容量不大，到时候卖

不出去就麻烦了。 ”有专户投资经

理坦言不敢轻易参与。

自限规模参与投资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主要

针对中小企私募债的鹏华中小企

债基金即将发行，另外也有基金公

司已经提交了中高收益企债基金

的申报。这些基金主要瞄准的是风

险偏好较高的债券投资群体，而以

往这一部分投资群体选择的是信

托产品。 “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收益

水平与市场上的一些信托产品类

似， 对于一些有配置需求的资金，

不失为一种新的选择。 ”深圳一家

基金公司市场部工作人员表示，这

类产品有与信托抢客户的企图。

据了解， 由于中小企业私募债

市场尚在培育之中，大部分持有机构

采取的是“到期持有”投资策略，也就

是说，大部分券种一买就必须长期持

有， 这也是以往困扰基金专户的问

题。 为解决流动性问题，鹏华中小企

债基金的解决办法是设三年封闭期

与私募债期限相匹配，且设置募集资

金上限为

10

亿元。不过对于目前

30

多

亿市值的中小企业私募债来说，这一

规模仍然偏大，因此仍保留了一部分

投资其他企债的权限。

不过， 高收益的前提是高风

险。鹏华中小企债基金是一只发起

式基金，公司将付出自购资金协同

前期投资，此举能否获得市场的积

极响应，还需拭目以待。

富国基金郑迎迎：

资金面有利短期理财基金

富国基金日前正式推出旗下首只短期理财

基金———富国

7

天理财宝债券型基金。 其基金经

理郑迎迎表示， 该基金主要投资协议存款、央

票、短期融资券等安全性较高的品种。 而除了众

所周知的

1000

元起购门槛，无认购、申购和赎回

手续费外， 该基金还具有团购协议存款所带来

的收益优势、预约赎回、

7

天投资周期、业内一流

固定收益团队运作等几大优势。

郑迎迎同时指出， 当前市场上短期资金面

的情况有利于短期理财债券基金。 目前，经过

6

月底以来约

3

个月的调整，部分信用债的票息价

值已经显现。 而央行以短期逆回购替代降存准

率以调控货币市场， 也使得短期资金成本维持

相对高位， 这对短期理财债券产品的收益率构

成一定的支撑。 （李良）

长盛添利30天16日发行

长盛基金公司公告显示， 旗下长盛添利

30

天理财债券基金将于

10

月

16

日起发行， 发行期

仅一周，于

23

日结束，有短期理财需求的投资者

可通过中行等代销机构和长盛基金等直销机构

及时认购。

据了解，该基金主要投资于央票、短期融资

券和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在追求

本金保值的基础上， 力争超越七天通知存款税

后利率的业绩比较基准。 从认购期限来看，其采

用一个月左右的滚动投资运作模式， 且在打开

申购后，每个交易日均可自由购买，若投资者在

到期日不赎回， 则本息自动转入下一个封闭运

作期。 申赎的灵活性可有效满足投资者对资金

流动性的需求， 同时也避免了空闲资金在客户

忙碌无暇顾及时出现空档期。

长盛添利

30

天理财基金经理拟由长盛基金

社保基金经理杨衡担任。 作为中国科学院运筹

学与控制论博士后， 杨衡曾多次参与财政部组

织的国债期货风险控制等课题， 其所管理的社

保基金产品也取得了良好的收益，其中社保

405

组合

2010

年取得

9.45%

的投资收益率，

2011

年更

是位居社保同类基金组合第二位。 （曹淑彦）

南方理财60天

三天募集近40亿

截至

10

月

12

日， 南方基金公司正在发行的

第二只“快理财”系列产品———南方理财

60

天基

金获得投资者追捧， 在短短三天时间里募集近

40

亿元。 该基金将于

10

月

16

日结束募集，投资者

目前仍可在全国各大银行、 券商及南方基金直

销平台购买该产品。

南方理财

60

天主要投资银行协议存款、央

行票据、 短融券等安全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品

种，不投股票和可转债，投资风险较小，投资门

槛金额

1000

元即可， 开放申购后， 天天可以购

买。 值得关注的是，基金投资组合的剩余期限一

般情况下会与收益成正比， 而南方理财

60

天产

品的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是

180

天，收益性更

好。 （郑洞宇）

国内首只媒体指数基金

落户东方基金

东方央视

50

财经指数增强型基金产品近日

获批，国内首只媒体指数基金拿到准生证。

该产品依托的指数标的是由中央电视台发

布的央视财经

50

指数。 该指数编制过程中以“成

长、创新、回报、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五个维度

为基础遴选样本公司， 其成份股反映了优质上

市公司的成长性。 东方央视财经

50

指数增强型

基金将该指数作为投资标的， 主动投资与被动

跟踪相结合，以打造一款新的投资理财工具。

银河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东方基金主

动管理能力位列

2011

年第一名。 鉴于其在主动

管理方面的特长， 东方基金获得了央视

50

财经

指数的增强型产品开发授权， 在跟踪指数收益

的基础上力争超越指数表现。 （王泓）

天弘投资实力突出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 今年

以来截至三季度末， 天弘基金

近半年固定收益类和权益类基

金绝对收益分类评分值均在统

计在内的

58

家公募基金中排名

第

2

，投资实力全面发力。

从绝对收益角度来看，天

弘旗下股基和债基业绩也是长

期名列前茅。 根据海通证券数

据，截至三季度末，天弘旗下权

益类基金近半年和近一年来绝

对收益均排名第

6

；天弘旗下固

定收益类基金今年以来绝对收

益排名第

8

。 （曹淑彦）

招商基金陈玉辉：四季度倾向配置蓝筹股

□

本报记者 郑洞宇

招商基金研究部总监陈玉辉

表示，四季度市场反弹机会随时存

在，但更可能出现的并非基本面因

素驱动的反弹，而是技术性的超跌

反弹。在预期四季度期间市场面临

周期股盈利冲击和中小市值股票

估值回归的风险下，资产配置将倾

向于盈利预期可靠度高、中长期估

值已经相对安全的蓝筹品种。

四季度大小非解禁将迎来高

峰期。对此，陈玉辉指出，只要市场

仍然存在严重的高估，大小非减持

将对中小市值公司形成持续的压

制。目前中小市值公司估值显著偏

高， 全市场扣除净利润前

100

家上

市公司后， 平均市盈率接近

40

倍，

在这种严重高估的情况下，大小非

选择卖出股票是理性选择。 而且，

前几年已经获得流通权的限售股、

大小非等也只兑现了极少数量，未

来多年将是持续卖出的过程。

A

股目前是否具备抄底价值

?

陈玉辉表示，根据所有上市公司半

年报数据分析， 净利润排名前

300

的上市公司占据全市场净利润的

94%

，平均市盈率按照半年报年化

8.6

倍； 而

300

名以后剩余的

1817

家

非亏损公司只实现全市场净利润

的

6%

，平均市盈率

65

倍，但这些公

司数量占全市场的

86%

。 其中，由

于上半年的利润情况相对较好，能

源、机械、有色、汽车等行业盈利规

模巨大的强周期板块估值看起来

还非常低。 但从今年三季度开始，

这类公司的单季度年化盈利开始

急剧下降，年化动态估值也会出现

急剧上升。

广发亚太、广发农业

业绩领先

三季度在欧美市场推出

量化宽松政策的带动下，

QDII

整体上涨

5.82%

， 资源主题的

QDII

表现突出，广发基金旗下

两只

QDII

———广发亚太精选、

广发全球农业指数表现引人

注目。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在

所有

QDII

中排名第

5

的广发亚

太 今 年 以 来 回 报 率 已 达

14.39%

，广发全球农业指数也

获得了

8.83%

的回报率。

在

QDII

的具体投资策略

上，广发亚太精选股票基金经

理丁靓表示，投资区域的选择

对收益起到较大帮助，美国配

置相对受益一些；另外个股和

择时都有一定贡献；板块方面

主要是锁定那些增长明确的

板块，例如天然气、环保、必需

消费、智能手机、科技网络等。

对于海外市场未来的投

资环境，广发全球农业指数基

金经理邱炜指出，

QE3

带来的

不仅仅是一波上涨行情，更是

投资者信心的提升，加上欧洲

的

OMT

，都为未来全面解决欧

债问题提供了武器，降低了未

来出现重大风险事件的概率，

从而使得总体市场的估值能

够得到提升。 （常仙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