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FUND�WEEKLY

基金周报

牛

fund

基金新闻

2

2013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一

责编：鲁孝年

美编：王 力

远离公募 专注专户

理性定位 新公司选择“单边作战”

□

本报记者 田露

江信、 中原英石、 前海开

源、东海、中加、兴业、道富基金

……从今年的形势来看，新基金

公司成立的速度不断加快，而公

众又对这些机构十分陌生，认知

度远不如前些年每有基金公司

成立时的“落子有声”。

其实，除了行业加速扩容

导致社会关注度下降之外，部

分基金公司自成立以来就远离

公募，“关起门来” 做专户业务

的路线， 也是导致普通投资者

对它们感到陌生的原因。 而这

种路线选择， 或许是目前基金

行业发展较为艰难形势下的无

奈选择。

专户业务成重点阵地

“两年之前我们还在讨论

以后会不会有基金公司干脆抛

弃公募业务，一开始就从专户领

域找到突破口，现在来看这种案

例已然在现实中上演，而且比我

们预想的要快。 ”一位基金分析

人士说。

有基金业内人士指出，去年

成立的红塔红土基金自成立以

来就未发行过一只公募产品，而

这种情况在上海一些新基金公

司身上也有发生，例如有家公司

已发行了多只专户产品，从权益

类到固定收益类等不同类型均

有涵盖，但在公募基金方面却毫

无动静和筹划。

“并不是人才配置短缺的原

因，而更多是主动选择。 因为从

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这些公

司里，从股票到固定收益乃至量

化的投资、研究人员都配备齐全

了，只是阵容没有大公司豪华而

已。 ”上述人士这样表示。

在这批新基金公司群体中，

尽管有的公司没有放弃公募业

务的意思，但走“公募

+

专户”并

重的道路， 同时更为侧重专户

业务， 却几乎是一种趋势。 日

前， 一家新成立的基金公司董

事长就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公司计划在

3

年之内，将专

户规模做到

200

亿元， 公募基金

做到

100

亿元， 以此来摆脱创业

初期的亏损。

行业艰难催生特定模式

“没什么不好的， 每个机构

都要面对现实， 找准自己的定

位，开展最有出路的业务。 ”最

近， 一位在证券业有丰富经验

的人士谈起上述基金公司的选

择时，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他表

示， 最近还听说有一些中小券

商的研究所欲转型， 抛弃大而

全的研究服务，而专注于“中国

概念股”的研究。 在一个市场化

程度较高的行业里， 根据市场

风向做出最理性的选择， 这才

是正常的。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副总在

谈到这个问题时则表示， 最近

几年基金公司经营实在是太艰

难了，发行公募产品成本高企，

而一旦基金打开封闭， 帮忙资

金的撤离又使基金公司面临窘

境。 “相比之下，专户产品就很

灵活，营销成本比较低，又没有

2

个亿的成立下限要求，产品可

以快速成立， 便于及时抓住特

定的市场行情。 更为重要的是，

专户产品没有永久续立的必要

性，便于为客户做出绝对收益。

而只要有良好的收益， 客户就

会认可， 甚至还会带来新的客

户资源，这就是良性循环。 ”这

位副总说道。

另一家基金公司的高管则

表示， 现在基金公司的数量已

经不少， 最新的数据已达到

86

家， 刚起步的基金公司大多明

白，就现在的行业格局而言，在

公募业务方面， 新公司几乎没

有可能去和一、 二线的基金公

司抗争，但在专户领域，或许还

能分得一杯羹。

“我觉得今后专注于专户业

务的基金公司会越来越多，而且

这些公司可能还会朝聚焦于期

货、固定收益等不同重心的方向

发展。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

受限于基金合同 担心信用债套保效果

基金参与国债期货意愿不强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上周， 国债期货成交量骤然

放大， 周二的成交量比前一天放

大逾

5

倍，

3

份合约累计成交

22940

手，甚至出现期现套利空间，但公

募基金却未能参与其中， 并且对

投资国债期货态度消极。 谈及原

因，有基金经理透露，主要是因为

投资国债期货需先修改基金合

同，程序上比较麻烦。 另外，债基

投资信用债较多， 而国债期货对

信用债的套保效果或许并不佳，

而且有基金经理担心， 针对国债

期货而设计的相关产品或许将卡

壳在产品审批上。

对信用债不能完全套保

“我们还没开展这块业务。 ”

一位债基基金经理表示。 这位基

金经理透露， 根据相关规定，只

有基金合同规定投资范围里包括

国债期货的才可做这一业务，目

前许多债基的合同里却没有相关

规定。 而要修改基金合同， 需要

召集持有人大会， 在基金持有人

分散的情况下召开持有人大会难

度较大。

更重要的是，根据有关要求，

基金公司需要将相关投资决策流

程和风险控制制度等报公司董事

会批准。 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的

基金经理普遍缺乏期货投资的专

业经验， 有关规定要求基金公司

建立国债期货交易决策部门或小

组， 并授权特定的管理人员负责

国债期货的投资审批事项。 可见，

在写进合同之前， 基金公司需要

董事会同意开通此项业务， 并建

设好相关系统模块， 这涉及到交

易运保等多个后台部门。 对于基

金公司来说， 短期介入并不是件

容易的事。

受访的中小型基金公司的基

金经理表示， 目前主动性也不

高， 甚至尚未向公司申请开通此

项业务。

北京某基金公司的固定收

益副总监表示，目前，公募债基

主要投资信用债，而国债期货对

信用债的套保作用并不是很强，

而且一旦套保了， 收益也会减

少。 某券商的国债期货分析师表

示， 信用债和国债的属性不同，

国债只有利率风险，而信用债还

有信用风险，因此，想完全套保

不可能。

QE退出对国债期货是小利好

不过，也有基金公司表示，正

在积极地设计相关产品。 某债基

经理表示，在债市大跌的情况下，

国债期货与信用债的方向还是一

致的，比如今年

7

月中旬以来就是

如此，套保作用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可以将利率风险套保，获取

信用利差。

“各种部门的成立都不是最

关键的，只要产品获批就行。 ”该

基金经理表示， 目前担心的并不

是业务开通和部门的设立， 而是

产品设计。 “股指期货出来那么

久， 但上报的相关产品获批的寥

寥无几， 我们担心国债期货也是

如此。 ”

基金经理认为， 积极参与是

应该的。 某银行系基金公司的债

基经理表示， 目前有关国债期货

的各种利空因素正在消化。 上周

开始，利率债价格明显触底反弹，

而

QE

退出的推迟可能对利率债

又是一个小利好， 各实力派机构

也必然会入场，因此，国债期货发

展的空间正在变大。

广发基金：

沪深

300

指数有望震荡上行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沪深

300

指数近来的强势以

及较低的市盈率为以它为投资标

的的基金产品带来了投资机会。

广发基金表示， 政府的政策目标

应该是在保住增长底线的同时，

完成经济结构转型， 在这种背景

下，预计沪深

300

指数将呈现震荡

向上走势。

沪深

300

指数集中了沪深两

市总市值最大的

300

只优质蓝筹

股， 对

A

股流通市值覆盖率达到

近七成，成份股分红、净利润覆

盖率超八成，是全市场“以一代

全”的蓝筹旗舰指数。 广发沪深

300

指数基金以大中型的蓝筹股

或者中盘蓝筹股为主，因此风格

较为稳健，上市公司的盈利比较

稳定，波动风险也较小，在目前

沪深

300

指数跌入估值洼地、市

盈率不到

10

倍的情况下，投资价

值逐渐显现。 专业人士表示，在

目前经济复苏形势较为复杂的

情况下，总体还是应该按震荡市

的思路来投资，专业的投资者可

以通过广发沪深

300

与广发中证

500

采取轮动操作， 追求更大的

回报。

中金公司日前发布的研究报

告认为， 随着成长股估值风险的

积累和半年报业绩的确认，“成

长”向“价值”风格的转变开始由

创业板向全市场传导，沪深

300

指

数收益由负转正进一步确立了蓝

筹股的反弹趋势。

大摩品质生活23日起发行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打造的又一只以精选

个股为核心策略的股票型基金———大摩品质生

活股票基金将于

9

月

23

日正式发行， 投资者可通

过各大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网上直销平

台进行认购。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为大摩华鑫基

金投资部总监钱斌， 拥有

13

年证券从业经验，其

掌管的大摩卓越成长和大摩领先优势基金今年

以来表现不俗。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13

日，大摩卓越成长和大摩领先优势今年以来分别

取得了

40.73%

和

22.81%

的净值增长率，在标准股

票型基金中排名前列。 在

Wind

数据统计的投资

总监上半年投资能力排行榜中，钱斌凭借出色的

投资业绩位居第七位。

钱斌指出， 今年以来

TMT

等新兴行业的上

涨有很强的基本面支持，现在已经演变成了“群

众运动”， 目前来看很难一下让市场热度降下

来，惯性会继续推动这波成长股行情。 对于一些

成长龙头公司而言，虽然现在估值高，但是未来

一段时间利润同比增长有可能持续保持在

30%-

50%

甚至更高的速度。 因此，这些能持续增长的

行业龙头公司股价要下来很难， 成长股行情可

能还会持续。 到今年年底或明年有可能发生风

格转换。 而如果经济持续向好，牛市趋势一旦确

立，则市场风格转换就会形成板块轮动，推动指

数持续上涨。 （郑洞宇）

汇添富现金宝开放申购

在长假来临之前， 货币基金也迎来了暂停申

购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8

日，已有

108

只

货币基金（

A

、

B

份额分别计算）暂停了申购。 不过

记者发现， 日前成立的汇添富现金宝货币基金近

日恰好结束了封闭期， 目前已经开放了工作日的

申购业务。资料显示，该基金全新打造的专门针对

互联网客户的新一代货币基金， 除了承继老货币

基金的多种优势外，还全新升级，具有多重功能，

如申购门槛低至

1

分钱，

24

小时接受交易申请 （无

论投资者是否在

15

点之前提交申请， 都将自下一

工作日起计息）等。在长假期间货币市场收益率攀

高的背景下， 该基金是投资者假期理财不可多得

的选择。汇添富基金特别提醒，汇添富现金宝是专

门针对互联网用户打造的， 可以让投资者足不出

户就可以轻松在线理财。 投资者如果想申购该产

品，可以直接登录汇添富基金官方网站，也可以下

载现金宝

App

在手机上操作。 （李良）

中银互利分级债基

提前结束募集

中银基金日前公告， 旗下分级债基中银互利

或达到

30

亿份的募集上限，因此提前结束募集。

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 由于发行前中银基

金营销团队根据产品特点与客户做了充分的沟通

和预热， 中银互利

A

、

B

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投资者

的热捧。 从中银基金公告来看， 在此次募集过程

中， 机构投资者仅在短短

4

天内就将中银互利

B

抢

购一空，而受到

21

亿份募集上限制约，仍有众多个

人投资者未能如愿买到中银互利

A

。

中银互利拟任基金经理奚鹏洲表示， 随着基

本面和资金面的改善， 看好四季度债券市场的走

势。 他认为，进入四季度，利率产品供给高峰期将

过，债券市场的主要矛盾集中在资金面预期上，而

从制约三季度资金面的几个因素来看， 四季度的

资金面会有所改善。 （田露）

万家基金两只债基分红

万家基金宣布， 公司旗下两只债券基金本周

将相继分红。 万家岁得利每

10

份分

0.02

元，万家强

化收益每

10

份分

0.11

元，权益登记日均为

9

月

25

日，

红利发放日均为

9

月

27

日。万家岁得利和万家强化

收益都是定期开放的债券基金，基金合同规定，在

符合有关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上述基金每季度至

少分红

1

次，每年最多可分红

12

次。

晨星数据统计，截至

9

月

13

日，万家强化收益

最近

3

个月业绩在所有

50

只封闭式债基中排名第

一。 成立于今年

5

月

7

日的万家强化收益是一只

3

年期定期开放式纯债基金，不投资股票，由

2011

年、

2012

年两获金牛奖的明星基金经理孙驰管

理。 从

8

月

1

日起，万家强化收益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 （李良）

假日“货基理财”

需提前规划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随着长假与季末的临

近，货币基金收益率有望随

着市场资金利率的上行而

“水涨船高”，投资者可提前

规划假期理财，让闲置资金

最大化“生钱”。值得注意的

是，为防止短期大量资金涌

入摊薄收益，基金通常提前

闭门谢客，已经错过中秋假

期的投资者，可以在本周尽

早购买，以享受国庆长假期

间的投资收益。假日货基理

财选择， 除了考虑长期业

绩，还需优选具规模和流动

性管理优势的产品。

货币基金拥有良好的

业绩与其规模优势密不可

分， 济安金信评价中心表

示，投资者最好规避规模低

于

20

亿元的货币基金。银行

系基金公司在固定收益类

产品的投资管理上具备先

天优势，作为银行系旗舰的

工银瑞信基金，固定收益类

资产规模、 产品收益率、人

才储备在行业内均位居前

列，其债券基金及短期理财

基金规模均排名第一。其中

工银货币基金在经历了今

年

6

月“钱荒”和债市调整后

仍保持了稳定优异的业绩

表现，体现了工银瑞信基金

在货币基金管理尤其是流

动性管理方面的雄厚实力。

银河证券数据统计， 截至

9

月

13

日，工银货币基金最新

七日年化收益达

4.83%

，工

银

7

天理财

A

、

B

七日年化收

益率分别达

4.81%

、

5.11%

。

作为闲钱理财利器，货币基

金在假日期间更能反映真

实的收益水平，近三年来工

银货币基金节日期间平均

7

日年化收益率达

3.6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