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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概念集体垫底

QDII

业绩再现冰火两重天

□

本报记者 李良

在投资对象不断细分、产品类

型呈现多元化的背景下，队伍日渐

壮大的

QDII

基金业绩差距也在不

断拉大。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29

日，今年以来排名

QDII

基金业绩榜

首的广发亚太精选， 获得了

26.39%

的正收益，与排名垫底的

QDII

基金

业绩差距高达

50

个百分点之多。

业内人士表示，不同海外市场

的投资特征差异很大。但受限于投

资能力，

QDII

基金目前的投资集

中度依然较高，因此，投资对象有

明显区别的

QDII

基金之间业绩会

出现较大分化，这种现象未来仍将

延续。

QDII

基金业绩的严重分化

表明， 投资者在利用

QDII

基金作

为资产配置对象时，需要一定程度

的主动研究，要清楚自己需要投向

于海外的哪个市场，否则容易遭致

不必要的损失。

黄金与新兴市场“双杀”

来自

Wind

的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29

日，纳入统计的

74

只

QDII

基金

中，今年以来取得正收益的有

45

只，

另有

29

只出现亏损。其中，投资于黄

金市场和投资于新兴市场的

QDII

基金成为亏损大户， 尤其是前者，

竟包揽了

QDII

基金今年以来亏损

榜的前四席，并且其亏损幅度均超

过

20%

。 此外， 投资于新兴市场的

QDII

基金，今年以来业绩也几乎全

线亏损。

某

QDII

基金经理表示， 受到

经济复苏、 美联储

QE

政策或有变

化等多重因素影响， 海外市场波

动性较大， 尤其是包括黄金在内

的商品市场， 一度出现了快速下

跌的情况， 这使得相关

QDII

基金

难以及时规避系统性风险， 基金

业绩表现不佳。 他同时指出，与早

期

QDII

基金基本扎堆港股市场投

资不同， 现在

QDII

基金的投资对

象已经呈现非常明显的多元化，

不同

QDII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各

不相同， 即便属于同一类型的

QDII

基金也是如此， 这其实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对投资者专业性

的要求，因此，投资者在选择

QDII

基金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课。

QE“进退” 影响QDII抉择

对于

QDII

基金的四季度投

资，最关键的词语依然是“

QE

”。美

联储不同官员近期在

QE

是否退出

上出现分歧，频频引发市场动荡，

也令

QDII

基金的投资陷入两难。

此前， 受美联储推迟削减

QE

消息的影响，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以及多国股市均出现了“过山车”

般的走势， 这让部分

QDII

基金看

到了“商机”。 广发纳斯达克

100

指

数基金、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基

金基金经理邱炜此前就指出，美

联储会议的结果超出市场预期，

美国

10

年期国债利率短期可能会

有较明显的向下调整， 金融市场

流动性冲击则得以暂时缓解，有

利于投资美国市场的

QDII

。

某券商的策略报告则认为，

尽管美国央行未在

9

月份开始削

减购买债券的规模， 但是年底之

前采取

QE

退出的步骤仍然较为确

定。 从美国制造业

PMI

、预售房屋

销售等产业数据看， 美国经济的

自我复苏能力也较强， 今年以来

增税、 自动减支对于美国经济的

影响甚微。 在未来短期，建议在美

股基金和“中国概念股”为主的大

中华区域市场进行均衡配置，低

配或不配贵金属类及原油等大宗

商品类

QDII

。

广发金融债基金节后发行

广发基金将于

10

月

8

日发行国内首只政

策性金融债指数基金。 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

钟伟表示， 目前金融债到期收益率仍然处于

历史高位区间， 预计明年上半年会迎来明显

的下行趋势，在这期间债券价格处于低位，金

融债投资价值凸显。“借道基金投资政策性金

融债，不仅可以获得稳定的票息收益，随着市

场利率水平下降还可以获得价差收入， 而且

基金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免征企业所得税。 ”钟

伟指出， 目前政策性金融债与国债之间的利

差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未来利差收窄能推动

金融债价格的上升。 （常仙鹤）

南方现金携手“快溢通”

交通银行推出的“快溢通”业务可实现持

卡人“闲钱”管理、理财增值与信用卡还款的

无缝对接。日前，南方货币基金首批加盟交通

银行“快溢通”，为“快溢通”客户增加了一种

不错的理财选择。

据了解，通过交行柜台、网银签约“快溢

通”业务，设置账户留存金额下限和签约基金

购买下限， 再绑定相应交行信用卡 （最多

5

张）， 即可体验闲钱理财与消费的一站式服

务。客户账户闲钱一旦满额，“快溢通”可自动

申购所选货币基金， 活期资金也可享受货币

基金收益；同时，“快溢通”可在关联信用卡还

款到期日之前自动赎回相应的货币基金份

额，完成扣款还款，省心又省力。 （郑洞宇）

华安子公司亮相自贸区

9

月

29

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

上海正式挂牌， 华安基金旗下子公司华安未

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作为首批区内机

构在揭牌仪式上正式获颁营业执照， 由此成

为首家在上海自贸区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

基金公司。

据了解， 华安未来是从事私募专户产品

管理的专业子公司， 主要团队脱胎于公司原

有的财富管理中心。 华安基金财富管理中心

自

2010

年成立以来已实现了事业部制运作，

配备独立的投资、营销、产品设计及客户服务

团队，过往三年投资方面呈现稳定的正收益，

资产规模增长迅速。 （田露）

易方达权益产品收益亮眼

尽管今年以来股指震荡微跌，但前

9

月

权益类基金整体飘红。 据天相数据显示，截

至

9

月

27

日， 今年以来纳入统计的全部

837

只权益类基金的平均收益率约

13%

，大幅跑

赢大盘。 前五大基金公司中，易方达基金旗

下权益类产品收益率高达

15.98%

， 超越行

业平均水平。 旗下多只基金表现抢眼，其

中， 易方达科讯和易方达医疗行业分别以

48.06%

和

34.38%

的收益排名前五大基金公

司主动权益类冠亚军。 另外，易方达科瑞在

全部老封基中排入前

3

名，易方达标普高端

消费品在全部

QDII

指数型基金中排名第

一，易方达创业板

ETF

在全部

A

股指数型基

金中拔得头筹。 （常仙鹤）

汇添富医药ETF周涨5.36%

上周，沪深

300

指数微跌

1.54%

，但医药

板块逆势上涨。

Wind

数据显示，目前唯一一

只以中证医药指数为跟踪标的的

ETF

———

汇添富中证医药卫生

ETF

的净值也随之快

速上升，上市短短两周，该基金的净值已经

攀升至

1.0653

元，上周净值涨幅高达

5.36%

。

出色的赚钱效应也使得该基金受到了资金

的热烈追捧，周换手率高达

42.26%

，大幅高

于上周

ETF

的平均换手率

14.60%

。 分析人士

指出，除了医药板块的行情刺激，作为目前

A

股市场唯一一只医药行业的跨市场

ETF

，

汇添富中证医药卫生

ETF

的突出优势也使

其脱颖而出。 （李良）

易宝支付抢滩企业版“余额宝”

三大支付巨头互联网金融攻略差异化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在

9

月

27

日召开的 “易宝十年

创变———互联网金融峰会” 上，易

宝支付

CEO

唐彬透露， 已经推出

了“安易宝”，该产品类似于企业级

“余额宝”。 此外，易宝支付还发布

了“易宝金融”战略，至此，支付宝、

银联、易宝支付三大第三方支付机

构均已“曝光”各自的互联网金融

准入计划，三大支付品牌各自出台

解决方案，差异化竞争格局显现。

布局企业版“余额宝”

据业内人士透露，银联与某基

金公司合作推出的企业版 “余额

宝”此前已经上线，但是规模并不

理想。此次峰会上，唐彬透露，易宝

支付也于近期推出了企业版“余额

宝”———“安易宝”。 该产品不仅投

资于货币基金， 而且确保保本，其

中

3

个月期的年化收益估计

5%

以

上，

6

个月期预计

6%

以上， 与银联

的产品有所不同。

唐彬发布了“易宝金融”重大战

略， 首次对外披露易宝支付的互联

网金融市场切入计划。他表示，未来

几年， 易宝支付或从两个维度推出

创新产品及解决方案， 帮助行业企

业客户提高金融管理及盈利能力的

同时，全面切入互联网金融。其中一

个切入点是面向商户端的理财服

务，如“安易宝”，该产品类似于企业

级的余额宝，“不过余额宝面向的是

C

端，我们将面向

B

端。 易宝支付将

与使用其线下支付的商户合作，将

商户的交易流水存在易宝支付，由

易宝支付提供利息或者基金等理财

服务。不同之处在于，易宝支付的基

金理财产品将会更开放， 基金、易

宝、 企业客户三方基于平等的前提

下，合理分配收益。 ”

唐彬介绍， 另一个金融方面的

规划是面向垂直行业的供应链融资，

向产业链条上有资金需求的中小企

业提供贷款。易宝目前的支付业务主

要集中在包括航空、保险、旅游、游戏

等行业客户， 业务贯穿整个产业链，

对整个行业各个链条的交易信息非

常清楚，对链条上的企业信誉情况可

以快速评定。“通常情况下，国内的小

额贷款信誉审核时间长达半年到一

年，而我们由于掌握着代理商的交易

流水，只需要

2-3

天。”此外，易宝还提

供保理、

P2P

等业务。

三巨头形成差异化

已推出余额宝的账户支付巨

头支付宝，以平衡传统金融和互联

网金融为出发点切入的网关支付

巨头银联在线，加之行业支付巨头

易宝支付，三大巨头的互联网金融

战略日渐清晰。 业内人士认为，三

大细分市场巨头的互联网金融准

入计划，充分结合各自细分市场的

差异化， 最大程度地发挥各自优

势，也体现出了第三方支付行业深

度细分的趋势。

该人士进一步指出， 支付宝充

分利用其平台用户数量优势，针对个

人用户推出余额宝产品，而这一优势

也决定了其未来在个人用户理财领

域的强势地位；银联在线因“出身”决

定了不会更多的助力互联网金融行

业， 去冲击其在传统金融市场的客

户；易宝支付方面，作为行业支付品

牌，基于其多年来服务行业企业用户

的经验，能有效的帮助其行业企业客

户拓展互联网金融业务。

唐彬表示， 第三方支付行业

发展至今， 单一的互联网属性被

逐步淡化， 而金融属性被逐步加

强，在这一背景下，第三方支付企

业的业务模式逐步从以往单一的

收单清算，转变为现在线上线下、

收单清算、金融增值、电子货币的

综合性金融服务模式。 而服务对

象也进一步扩大， 从以往有互联

网交易需求的个人和企业用户，

转变为当前所有有金融需求的企

业和个人用户。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第三方

支付行业的转变也将为金融行业

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第三方支

付企业金融属性的增强， 尤其是

面向行业企业的金融解决方案的

提出， 使得互联网金融市场进一

步丰富，行业企业用户、金融机构

以及第三方支付， 通过合作能够

最终实现多赢。

基金电商期待区别化政策指引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在互联网金融大发展的背景

下， 基金公司销售进入 “全网布

局”时代。 不过，对于习惯了传统

银行渠道销售的基金电商， 怎样

实现和互联网企业的配套， 目前

尚处摸索阶段。 日前，基金业协会

召集基金公司商讨互联网基金销

售业务模式， 考虑如何在监管政

策上让基金公司电商业务发展更

为有序。 业内人士称，基金通过电

商平台销售基金， 还要面对一系

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有待政策

的进一步明确。

基金电商忙“圈地”

余额宝对基金行业带来的冲

击仍在发酵。 继支付宝之后，基金

公司与互联网巨头接洽愈加频

繁。 基金公司淘宝店铺尚未开张，

苏宁、 百度等电商平台再掀基金

线上销售的波澜。

据了解，目前已有近

40

家基金

公司在淘宝上设立了直营店铺，

部分店铺已基本装修完毕， 即将

首批上线的广发基金已完成联调

测试，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的程度。

除了淘宝，财付通、百度、

360

等平台也加入战场，而华夏、易方

达、广发、汇添富等几家电商业务

基础比较雄厚的基金公司占了上

风，他们或成为财付通类余额宝产

品的第一批上线基金公司。 此外，

华夏和百度有了初步的战略合作

协议，广发和汇添富则抢到了与苏

宁合作发行类余额宝产品的门票。

“基金和互联网企业的互联

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 前期

只是把互联网当成工具和手段，

比如开通网银， 目前是大量金融

企业涉足电子商务。 ”广发基金电

商及客服部副总经理刘文红介

绍，广发基金自

2005

年开始通过互

联网平台来获得客户并进行营

销，今年开始进行全网布局，除了

淘宝， 其他大的电商平台均会逐

步建立合作。

呼吁监管区别对待

有业内人士称， 业内对淘宝

开店寄予厚望， 而一旦销售效果

不理想， 可能将对后续的电商平

台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而对于即

将向电商“全网布局”的基金公司

来说，需要监管层面给予有序、合

理的政策指引。

“互联网创新日新月异，基金

公司整个运行速度也要跟上。 ”刘

文红表示，在“触网”过程中，基金

公司需要练好自身的基本功，仍

然要充当投资者财富管家的角

色，包括产品创新能力、理财服务

能力均要加强。 电商平台受众需

要的产品更简单、更直接，能否提

供更多低风险、 高收益的产品是

对基金公司的挑战， 这也需要监

管层在电商定制产品的设计和宣

传上给予更多的政策指导。

一位基金专家指出， 第三方

支付、 电子商务平台等非持牌机

构参与基金销售相关业务， 应当

有一定的边界。 对于参与电子商

务平台、 支付清算以及基金销售

等全业务链条的业务模式的出

现， 还要防范可能出现的垄断或

者利益输送。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

基金电商既具有金融行业的风险

收益特征， 又具有互联网的行业

特征， 不同的子行业融合为一个

新行业，需要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做好基金电商的风险防控制度设

计，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