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牌照放松 机构劲刮“跨界”风

本报记者 朱茵

时下金融行业创新流行“借道”：证券业抢信托和银行的“饭碗”，6月以后可以发行公募基金；基金利用子公司专户等也在突破原有领域；期货业资管放开，也将触角伸到其它领域……当前各金融机构的相互渗透，合作与竞争,

有能力的拓展创新边界,无实力的出借通道赚取规模。

这种“跨界”创新态势升温,一方面是为适应投资者的全面需求,踏准各个市场运行此消彼长的节奏；另一方面，是瞄准了各个市场之间存在的套利与对冲机会。 此外，在金融政策开放的大背景下，金融牌照放松，大金融概念应

运而生。

拓展边界 相互交叉融合

“我们可能会选择一款指数型产品先发公募。 ”一家大型私慕基金老总透露。 随着政策“松绑”，私募基金和券商都可以发行公募产品，各金融行业之间的边界被突破，谁能率先抢到别人的“奶酪”呢？

“现在别光想我们能做什么，看看别人能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 ”在一家证券公司内部创新动员大会上，主持会议的老总这样启发各部门。

券商已经通过发行各类固定收益的理财产品抢占了银行短期理财的空缺。 之后发公募产品，必然会去抢基金的“饭碗”，甚至还有人表示会扩大到一般消费品的网络销售……

“我们资管的方向有五大类：类信托、类债券、类PE、类银行和类资产证券化。”有券商表示，券商创新的方向之一就是向其他领域拓展。私募可以发行公募业务，保险公司也可以做私募业务，加上公募的专户、券商的资管、期货

的资管等，大金融时代泛资管雏形初显。 各金融机构一方面在政策待遇上会更加公平，另一方面也面临更加残酷的市场选择，优胜劣汰，落后者将受到巨大的淘汰压力。

当前金融行业的全牌照集团军最受关注。 方正集团旗下方正证券刚刚收购信托公司后，又宣布进军期货公司。 方正集团副总裁李国军表示，平安是保险为龙头，中信是以银行为龙头，而方正则以证券为龙头。

据悉，监管部门今年将进一步深化和扩大证券行业对内外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强调放开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限制，打破行业垄断，逐步清除证券、期货、基金、咨询等行业分割的状态，支持各类证券金融机构在完善信息

隔离墙基础上业务交叉融合，建立与功能监管相适应的业务牌照管理制度。

借船出海 扩大多元化版图

在业内人士看来，“借船出海”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法宝”。 信托、证券无不凭借通道业务扩大版图，如今基金、期货等也在出借通道。 业内人士认为，今后随着各类金融机构的牌照放松，通道业务需要很快转化为更需要技术含

量的协同合作。

通道业务最早始于信托行业。 业内人士介绍说，在信托与银行合作的情况下，刚开始项目、客户两头资源都掌握在银行手中，信托利用牌照功能设计方案，给出资金的转换形式。

去年以来证券公司也纷纷仿效，迅速做大的通道业务，“最早将资管业务切入银行通道业务是家老牌券商，他们老总是从信托公司过来的。 ”券商资产管理业务风生水起，从2000亿元迅速扩大到2万亿。

从国内一家大券商的产品类别中可以看出，通道业务也在进化，分了很多种类，包括定向股权质押业务、政府平台资产支持证券业务、小贷公司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业务、定向票据通道业务、银证信委托贷款业务、银行信用证

划款通道业务、现金类同业存款业务、银证债券分销通道业务、银证保存款类业务等。

通道的思路被广泛借用，不仅仅是银行“资金池”业务表外化的一个手段。 其他的金融行业也充分发掘各自的牌照优势。 私募基金等想要出海的投资人有了很多选择:如今私募基金发行可以借用信托通道发行产品，有的还可

借用期货公司的通道成立并投资期货市场……此外，基金公司专户也被认为是投资范围最广，各方面限制最少的一个“通道”，很多证券以及私募界投资人士都觉得借用基金公司专户可以更为方便灵活。

“券商下一步也可以获得托管资格，有了托管资格之后，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了，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包括绩效管理、风险管理等都可以去做。 往外拓展的能力就更强了。 ”一位券商副总裁表示。

渠道多元化、产品多元化、策略多元化是未来资产管理行业的一个重要趋势。 随着行业壁垒逐步消除，渠道间会有更多互通交流，合作也会多样化，而且随着更多可投资工具的出现，机构将面临新的投资环境，多种多样创新

型产品会层出不穷。

找准定位 综合化与专业化并行

是选择做“专卖店”，还是做“百货公司”？ 牌照相对放松之后，各金融机构马上面临选择发展道路的问题。

“虽然我们也在做通道业务，但并不是主要的。 ”一家期货公司的负责人透露，目前各家大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如果有投资实力都希望依托自己的牌照做大，把客户聚集到自己手上，而放开来做通道业务

的多是一些综合实力不强的小机构。 目前看来，大机构希望能保留自身品牌和客户优势，小机构则先做规模再图质量。 通道业务只是一扇行业渗透的大门。

随着新修订的《基金法》实施，私募行业有望进一步发展，部分私募公司开始走向综合性道路，股票、债券、量化对冲、股权等领域均有参与，很多私募股权机构也在参与二级市场投资，包括二级市场的直接投资和定向增发，也

会参与很多上市公司私有化的投资。

“肯定有不少券商、私募机构会发行公募产品。 ”业内人士说。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丁宝玉认为，新修订的《基金法》对于阳光私募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是非常大的进步，因为能够通过公开的市场去发行公

募基金，这样的诱惑非常大，三五年之后，中国大量的阳光私募基金也好、PE基金也好，他们一定会涉足公募的市场。

但业内人士也认为，理想非常美好，实现起来也存在困难，因为不同的专业领域，需要不同的人才团队。 “未来还是围绕金融中介投融资需求，我们暂时还没有打算往别的领域去做”。 一位券商老总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先做专

业化。

深圳市天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康晓阳表示，私募并不一定想做公募，公募和私募天生的血液基因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私募管理人都愿意做公募，他觉得过去私募因为没有身份证，很多是借信托、券商、银行的渠

道，而现在的私募越来越公募化，无穷的产品，全部被渠道绑架，所以接下来最大的改变，可能是私募可以真正做私募了。

深圳市明曜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投资总监曾昭雄的看法值得关注。 他认为，作为个体，资管业务想做一切的东西，既想做主动型基金，也想做指数基金，又想做债券基金，还想做专户，现在还想做所谓类银行业务，什么都想

做；但对市场来讲，投资者的需求永远是有限的。 就象在消费品市场做消费品一样，要找准定位，个体公司的定位是什么，不可能给这个市场提供所有的产品，不管是公募还是私募，定位是怎么样的？ 投资理念是什么？ 给市场提供

什么产品？ 专注什么领域？ 能做好什么？

频遭“挖角” 信托公司加速转型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上海报道

信托公司在基金子公司的“挖角”攻

势下几乎乱了阵脚。

除人才流失外， 银行目前已经开始

抛弃信托公司， 转而寻求与券商等其他

机构的合作。 而“泛资产管理”时代的来

临， 使得众多金融机构都可以开展以前

只能由信托公司开展的业务。 不少信托

业者表示， 信托业快速增长的 “黄金时

代”已经结束，加快转型势在必行。

遭遇发展瓶颈

上海某大型信托公司的业务经理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

的几个业务经理已经跳槽到了券商或基

金公司。

“挖的哪里是一个人， 根本是在挖一

本操作手册。已经接到过两个基金子公司

的邀请，但是完全不如券商资管部门的思

路清晰，看来是需要补充大量资源才能开

枝散叶。 ”某信托公司业务骨干表示。

目前已成立的基金公司子公司中，

除了总经理一职多由母公司高管担任

外，副总经理一职则多对外公开招聘，且

要求有信托行业工作经验。

除了被基金子公司“挖角”，信托公

司还感觉到了来自银行的“冷意”。

信托界人士也感慨， 与银行合作开

展理财等业务后，信托业规模快速膨胀，

但信托公司也日渐沦为银行理财业务的

“通道”。 现在银行完全掌握了理财业务

的精髓，已经开始抛弃信托公司，转而寻

求与券商等的合作。

“信托公司的业务越来越难做。 ”上

海某大型信托公司业务经理透露， 前两

天他刚刚和一家公司谈成一笔融资业

务。后来被银行知道了消息，结果银行以

更低的价格把眼看谈成的项目抢走了。

“银行的资金成本低啊。 ”他无奈道。

此外，去年三季度以来，相关监管部

门针对资产管理市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

“新政”， 旨在给其他金融同业资产管理

业务进行“松绑”，即其他资产管理机构

可以更多地以信托公司经营信托业务的

方式， 开展与信托公司同质化的资产管

理业务。 大资产管理时代来临，降低了信

托公司多年来独有的制度性竞争优势，

其他资产管理机构可以开展更多与信托

公司同质化的业务， 使信托公司在传统

业务领域面临更加直接、激烈的竞争。

“信托公司要尝试更多的发展策略，

需要真正转型。 ”上海某大型信托公司的

业务经理认为。

控股区域银行另辟蹊径

面对各种挑战，信托公司也“各显神

通”，兴起了一股大型信托集团收购或投资

小型农商行的小热潮，实现跨地域发展。

重庆信托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证实，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斥资

15

亿元，收购合

肥科技农商行

34.99%

的股份，成为其第一

大股东。此次重庆信托对合肥科技农商行

的收购是其与控股子公司共同完成，共持

有合肥科技农商行股份

5.9428

亿股，占总

股本的

34.99%

。 收购后，重庆信托及其控

股子公司一跃成为该行的第一大股东。

信托界人士分析， 信托公司通过收

购银行来实现跨区发展， 并掌握银行代

销渠道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发展策略。 但

要实现控股银行需要大笔资金， 并且可

供控股的标的银行也不多。 因此该发展

并不适合所有的信托公司。 短期内，信托

公司控股银行也不会成为趋势。

而且重庆信托的金融控股之路要得

到当地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方能实现，因

此可能并不适用于大多数信托公司。但不

可否认的一点是，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开

始尝试打造自己的“金控集团”，这样不但

有利于实现销售渠道的多元化，还有助于

为信托公司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线。

“无论在什么地方，信托公司对客户的

渗透程度都是没法和银行比的。 因此控股

银行是比较聪明的一步棋。 ”该人士认为。

期货资管“练练手”

□

本报记者 熊锋

几乎是“全牌照”的期货公司资管业

务似乎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美。

2013

年以来， 期货公司资管业务真

正开始试点， 市场寄望期货公司的正规

平台、新的投资标的以及套利、对冲等多

样化投资策略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

入期货市场。 不过，就发展现状而言，这

条路还有些漫长。

期货资管“全牌照”魅力

就期货资管业务的试点， 市场早有

争议。乐观派认为，这标志着期货公司进

入资管时代，未来和国际市场一样，将有

大规模发展， 但也有悲观人士认为仅是

“一对一”的期货资管业务可能还是难逃

“鸡肋”的命运。

期货资管业务的投资范围几乎是全

牌照，不仅可以投资于期货、期权及其他

金融衍生品，还包括股票、债券、证券投

资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央行票据、

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等。

就期货公司而言， 业内人士表示，资

管业务将给期货公司带来相比单纯经纪

业务更高的收入，如管理费、盈利分成等。

对投资者而言，也增加了一条通向期货市

场的资产配置渠道，尤其是衍生品市场诸

如套利、对冲等策略以及更多元化的产品

设计，这些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期货业界人士在产品设计上也要深

思熟虑。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期货公

司资管业务品种的设计，其初期将重点发

展中低风险产品，以套利交易、价差交易

及现金管理产品为主，还将开展商品期货

产业链、上下游套利产品的推介，股指期

货期现套利、逐步发展尝试通胀对冲和大

宗商品指数型产品，以独特风格的期货特

色产品形成差异化竞争，争取市场份额。

此外， 期货公司试点资管业务不可

避免与券商资管、基金等机构的竞争。 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期货公司

目前缺乏资产管理经验， 且在股票和固

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方面较弱， 但在商品

期货、 期指投资方面还是有策略储备和

人才优势， 未来还将在这些方面推出差

异化产品。

期货公司小心翼翼

苦盼终得的期货资管业务， 似乎并

没有想象的美好，未来的道路依然漫长。

“就一个字‘难’。 ”谈及期货资管目

前的进展， 广发期货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姜鹏对记者坦言。

姜鹏说， 他了解到目前各期货公司

的资管开户数并不多，“严格意义上整个

市场没有一只期货资管的产品， 专户不

过是实现一两个交易策略”，各种业务流

程还在摸索、熟悉之中。

在姜鹏看来， 令市场更为关注的是

能否有新的资金入场， 是否能将整个市

场规模做大。 不过，他所看到的现状是主

动将资金给期货公司进行资产管理的几

乎没有， 客户其实都是公司原有客户，

“这是期货市场资金存量的分流，并没有

什么增量”。

姜鹏进一步指出， 期货行业的资管

缺乏一个客观公正的可供追溯的业绩数

据， 因此使得期货资管的投资业绩公信

力不够。

在期货业界人士看来，其实就监管层

思路而言，期货资管业务试点也只是让期

货公司先“练练手”，不在于追求规模和数

量。 因此，期货公司也是小心翼翼。

那么， 期货公司的资管业务如何才

能走出“围城”呢？

姜鹏建议， 未来期货资管行业的发

展需要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投资

交易一体化，简化复核流程，避免错过最

佳交易时间，并且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

投资、交易经理甚至可以由一人担任。 二

是放开“一对多”，解决期货资管规模问

题。 三是允许发行期货资管的结构化产

品，引入劣后资金，确保风险控制。 四是

建立期货资管的全面科学评价体系，解

决业绩的公信力问题。

责编：侯志红 美编：王力 电话：010－63070410� � E-mail:zbs@zzb.com.cn

2013年3月29日 星期五

A08

机构天下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牌照放松 机构劲刮“跨界” 风

□

本报记者 朱茵

时下金融行业创新流行“借道”：证券业抢信托

和银行的“饭碗”，

6

月以后可以发行公募基金；基金

利用子公司专户等也在突破原有领域； 期货业资管

放开， 也将触角伸到其它领域……当前各金融机构

的相互渗透，合作与竞争

,

有能力的拓展创新边界

,

无

实力的出借通道赚取规模。

这种“跨界”创新态势升温

,

一方面是为适应投资

者的全面需求

,

踏准各个市场运行此消彼长的节奏；

另一方面， 是瞄准了各个市场之间存在的套利与对

冲机会。 此外，在金融政策开放的大背景下，金融牌

照放松，大金融概念应运而生。

基金子公司

欲切券商“蛋糕”

□

本报记者 李良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什么能

赚钱，我们就干什么！ ”某基金公司

子公司负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如是说。 极其简单的一句话，便代

表了已成立的

26

家基金公司子公

司以及诸多等待批文的子公司的

迫切心态。

业内人士透露， 众多基金公司

子公司成立后，首先出击的便是短、

平、快项目———通道业务，即利用政

策特许牌照为客户提供通道， 并收

取所谓的“通道费用”。此前，该项业

务主要为信托和券商在做， 基金公

司子公司的强势介入， 使得基金业

的触角直接延伸至信托、 券商的业

务领域，一场新的切分“蛋糕”之战

在所难免。而这，或许正是整个财富

管理行业跨界整合的真意所在。

套利空间浮现

强势介入通道业务的诸多基金

公司子公司， 或许会迎来一场难得

“盛宴”。而促成这场“盛宴”的背景，

则是针对信托和券商在通道业务上

愈发严厉的监管。

去年以来，银监会对信托行业

的诸多业务进行了规范， 接连叫

停了多项信托的通道业务， 而在

近期， 关于监管层有意暂停券商

资管通道业务的传闻也频频出

现。 如此一来，通道业务的“三驾

马车”中，信托和券商主导的格局

将可能被打破， 而基金公司子公

司虽然是后来者， 却有望借助这

个契机迅速实现规模的扩张。

某基金公司子公司负责人坦

言，通道业务的技术含量并不高，

依赖的主要是政策的特许牌照，

一旦针对信托和券商的监管力度

加大， 将会对基金公司子公司形

成竞争优势， 有利于基金公司子

公司度过最艰难的“新生期”。 “因

为信托通道业务的叫停， 券商资

管在通道业务上获得了快速发

展。 同理，如果券商资管的通道业

务也收紧，哪怕只是一段时间，也

将会刺激基金公司子公司通道业

务迅速壮大。 不管中长期效果如

何，单纯从短期效益来讲，这是一

件好事。 ”该负责人说。

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已有

26

家

基金公司旗下已设立子公司。 除了

寥寥几家子公司明确了自己的战略

发展方向外， 多数子公司仍将通道

业务作为短期冲刺规模的重要推

手。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不具备先

发优势和人才储备， 基金公司子公

司介入通道业务将会以降低费率作

为竞争的砝码，业内人士担忧，这样

有可能掀起一轮新的恶性竞争，最

终使得该项业务难以成为子公司的

盈利来源。

多渠道跨界“夺食”

事实上， 除了基金公司子公司

意欲染指的通道业务外， 基金业还

从多个不同的渠道扩张资产管理业

务，跨界“夺食”的野心跃然纸上。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部分基金公司子公司将私募股

权投资、股权质押等业务纳入重点

发展方向，这已经超出了与券商和

信托的传统竞争范畴，将业务的触

角伸至更宽泛的资产管理领域。 如

在私募股权领域，一些子公司意图

通过发售产品募资的方式，利用股

东的背景和投研力量， 介入到

PE

、

VC

以及现有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

业务中；在房地产融资、股权质押

领域，一些子公司也并不满足于提

供通道服务，而是希望通过成立产

品或其他方式来实现更深层次的

介入。

图片合成/王力

拓展边界 相互交叉融合

“我们可能会选择一款指数型产

品先发公募。 ”一家大型私慕基金老

总透露。 随着政策“松绑”，私募基金

和券商都可以发行公募产品，各金融

行业之间的边界被突破，谁能率先抢

到别人的“奶酪”呢？

“现在别光想我们能做什么，

看看别人能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

做？ ”在一家证券公司内部创新动

员大会上，主持会议的老总这样启

发说。

券商已经通过发行各类固定收

益的理财产品抢占了银行短期理财

的空缺。 之后发公募产品，必然会去

抢基金的“饭碗”，甚至还有人表示会

扩大到一般消费品的网络销售……

“我们资管的方向有五大类：类

信托、类债券、类

PE

、类银行和类资

产证券化。”有券商表示，券商创新的

方向之一就是向其他领域拓展。私募

可以发行公募业务，保险公司也可以

做私募业务，加上公募的专户、券商

的资管、期货的资管等，大金融时代

泛资管雏形初显。各金融机构一方面

在政策待遇上会更加公平，另一方面

也面临更加残酷的市场选择，优胜劣

汰，落后者将受到巨大的淘汰压力。

当前金融行业的全牌照集团军

最受关注。方正集团旗下方正证券刚

刚收购信托公司后，又宣布进军期货

公司。 方正集团副总裁李国军表示，

平安以保险为龙头，中信以银行为龙

头，而方正则以证券为龙头。

据悉，监管部门今年将进一步深

化和扩大证券行业对内外开放作为

一项重要内容，强调放开资本市场参

与主体的限制，打破行业垄断，逐步

清除证券、期货、基金、咨询等行业分

割的状态，支持各类证券金融机构在

完善信息隔离墙基础上业务交叉融

合，建立与功能监管相适应的业务牌

照管理制度。

借船出海 扩大多元化版图

在业内人士看来，“借船出海”是

一个快速增长的“法宝”。 信托、证券

无不凭借通道业务扩大版图，如今基

金、期货等也在出借通道。 业内人士

认为，今后随着各类金融机构的牌照

放松，通道业务需要很快转化为更需

要技术含量的协同合作。

通道业务最早始于信托行业。业

内人士介绍说，在信托与银行合作的

情况下，刚开始项目、客户两头资源

都掌握在银行手中，信托利用牌照功

能设计方案，给出资金的转换形式。

去年以来证券公司也纷纷仿效，

迅速做大的通道业务，“最早将资管

业务切入银行通道业务是家老牌券

商，他们老总是从信托公司过来的。”

券商资产管理业务风生水起，从

2000

亿元迅速扩大到

2

万亿元。

从国内一家大券商的产品类别

中可以看出， 通道业务也在进化，分

了很多种类， 包括定向股权质押业

务、 政府平台资产支持证券业务、小

贷公司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业务、定向

票据通道业务、 银证信委托贷款业

务、银行信用证划款通道业务、现金

类同业存款业务、银证债券分销通道

业务、银证保存款类业务等。

通道的思路被广泛借用，不仅仅

是银行“资金池”业务表外化的一个

手段。其他的金融行业也充分发掘各

自的牌照优势。私募基金等想要出海

的投资人有了很多选择：如今私募基

金发行可以借用信托通道发行产品，

有的还可借用期货公司的通道成立

并投资期货市场……此外，基金公司

专户也被认为是投资范围最广，各方

面限制最少的一个“通道”，很多证券

以及私募界投资人士都觉得借用基

金公司专户可以更为方便灵活。

“券商下一步也可以获得托管

资格，有了托管资格之后，可以做的

事情就更多了， 在这个基础上有可

能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包括绩效

管理、风险管理等都可以去做。 往外

拓展的能力就更强了。 ”一位券商副

总裁表示。

渠道多元化、 产品多元化、策

略多元化是未来资产管理行业的

一个重要趋势。 随着行业壁垒逐步

消除， 渠道间会有更多互通交流，

合作也会多样化，而且随着更多可

投资工具的出现，机构将面临新的

投资环境，多种多样创新型产品会

层出不穷。

找准定位 综合化与专业化并行

是选择做“专卖店”，还是做“百

货公司”？牌照相对放松之后，各金融

机构马上面临选择发展道路的问题。

“虽然我们也在做通道业务，但

并不是主要的。 ”一家期货公司的负

责人透露，目前各家大机构，包括证

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如果有

投资实力都希望依托自己的牌照做

大，把客户聚集到自己手上，而放开

来做通道业务的多是一些综合实力

不强的小机构。 目前看来，大机构希

望能保留自身品牌和客户优势，小机

构则先做规模再图质量。 通道业务

只是一扇行业渗透的大门。

随着新修订的《基金法》实施，私

募行业有望进一步发展，部分私募公

司开始走向综合性道路，股票、债券、

量化对冲、股权等领域均有参与，很

多私募股权机构也在参与二级市场

投资，包括二级市场的直接投资和定

向增发，也会参与很多上市公司私有

化的投资。

“肯定有不少券商、 私募机构会

发行公募产品。”业内人士说。深圳市

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

丁宝玉认为，新修订的《基金法》对于

阳光私募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是非常

大的进步，因为能够通过公开的市场

去发行公募基金， 这样的诱惑非常

大，三五年之后，中国大量的阳光私

募基金也好、

PE

基金也好，他们一定

会涉足公募的市场。

但业内人士也认为，理想非常美

好，实现起来也存在困难，因为不同

的专业领域， 需要不同的人才团队。

“未来还是围绕金融中介投融资需

求，我们暂时还没有打算往别的领域

去做”。一位券商老总表示，公司的目

标是先做专业化。

深圳市天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康晓阳表示，私募并不一定想

做公募，公募和私募天生的血液基因

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私募管理人

都愿意做公募，他觉得过去私募因为

没有身份证，很多是借信托、券商、银

行的渠道，而现在的私募越来越公募

化，无穷的产品，全部被渠道绑架，所

以接下来最大的改变，可能是私募可

以真正做私募了。

深圳市明曜投资管理公司董事

长、 投资总监曾昭雄的看法值得关

注。他认为，作为个体，资管业务想做

一切的东西， 既想做主动型基金，也

想做指数基金， 又想做债券基金，还

想做专户，现在还想做所谓类银行业

务，什么都想做；但对市场来讲，投资

者的需求永远是有限的。就像在消费

品市场做消费品一样， 要找准定位，

个体公司的定位是什么，不可能给这

个市场提供所有的产品，不管是公募

还是私募，定位是怎么样的？ 投资理

念是什么？给市场提供什么产品？ 专

注什么领域？ 能做好什么？

关于增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订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起， 浦发银行开始代销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７７０１

，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浦发银行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

购等业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浦发银行的相关规定。

三、 投资者可通过浦发银行和本公司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业务办理事

宜：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２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７７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ｂ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清明节假期前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７０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和中国证监会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

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办发

［２０１２］１１６

号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货币

Ａ

上投摩根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３７００１０ ３７００１０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

知》（证监办发［

２０１２

］

１１６

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４

日（星期四）至

４

月

７

日（星期日）休市，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上

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４

月

３

日暂停上投摩根货币市

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和其他基金转换为本基金的基金转换业

务。本基金转换为其他基金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我司管理的

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起，本基金所有

销售网点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请投资人及时做好交易安排， 避免因交易跨越清明节假期带来不便及资

金在途的损失。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或登录网站

ｗｗｗ．５１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