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und

基金新闻

FUND�WEEKLY

基金周报

金

牛

2013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一

3

责编：鲁孝年 美编：尹 建

“大佬”强势抢地盘

互联网金融或形成“寡头垄断”

□

本报记者 李良

阿里巴巴收购天弘基金的

余热犹在，互联网金融又迎来了

一枚重磅炸弹。 经过近

1

年的系

统开发与测试，银联商务“天天

富”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日前正

式启动，首期合作方为光大保德

信基金公司。尽管银联方面并不

愿意将“天天富”与“余额宝”进

行比较， 但在业内人士眼里，依

然将其视为两个庞然大物的正

面交锋。 而这，也令本已炙手可

热的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升温。

某基金公司电商部门负责

人表示，互联网金融目前仍属于

“蓝海”，包括阿里巴巴、银联等

进军互联网金融都属于“跑马圈

地”阶段，是抢占不同细分领域

的制高点。不过，他强调指出，由

于过多的顶级电商企业涌入，互

联网金融理财很容易变成几家

大佬瓜分天下的局面， 因此，许

多正热衷于试水的中小型电商

企业，很难从这片“蓝海”中找到

立足点。

从个人到企业“全覆盖”

对于垂涎互联网金融这块

大蛋糕的诸多“大佬”而言，任何

一个潜在的细分市场都是不能

放过的。

继阿里巴巴在针对个体消

费者的“余额宝”上大获成功之

后，银联商务另辟蹊径，将互联

网金融理财产品推向了企业商

户。 这款名为“天天富”的产品，

意在覆盖银联商务所服务的近

230

万的商户企业， 通过与光大

保德信基金公司的合作来盘活

这些商户企业的闲置资金。无论

是银联商务还是光大保德信基

金公司，在产品启动现场都不约

而同地用“数量巨大”来形容这

一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细分市场，

且并不讳言自己在此细分市场

的竞争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由于此

前的一些渊源，业内普遍将银联

商务进军互联网金融视为与阿

里巴巴的正面交锋，但若仔细观

察便可发现，银联商务此番布局

互联网金融， 与阿里巴巴突进

“余额宝”有着较大的差异：银联

商务并没有将个人用户作为业

务开展对象，而是把主攻力量放

在自己优势最明显的企业商户

身上。

“‘天天富’ 互联网金融理财

平台不同于其他第三方产品，它

重点服务于银联商务体系的合作

商户，目的是为银联商务超过

200

多万的广大商户提供安全、 便捷

的现金理财工具， 使银联商务服

务的各类商户和包括光大保德信

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通过该平台

对接， 既满足商户资金保值增值

的需求， 又满足金融投资机构向

企业客户销售金融理财服务的愿

望。 ”银联商务总裁李晓峰指出，

“这种较为独特的创新发展模式，

有利于稳步地进行市场拓展，可

率先享受引领基金

B2B

行业发展

带来的超额收益。 ”

圈地潮或成“多足鼎立”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已经

启动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阿里巴

巴、银联商务，还是业务正处于

孵化期的苏宁、百度、腾讯等等，

无一不是拥有庞大客户资源或

强大营销渠道的顶级电商企业。

他们的强势介入，令互联网金融

“跑马圈地”的门槛迅速提高，也

依稀让人们窥得未来互联网金

融“多足鼎立”的格局。

某基金公司市场总监表示，

在渠道为王的基金行业，掌握了

客户资源或渠道网点便等于扼

住了行业的命脉，因此，这些顶

级电商企业一旦出手，便很大程

度上掌控了基金行业进军互联

网金融行业的话语权，未来的市

场格局将会由他们来主导。 “我

个人认为，每个顶级电商大佬会

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布局互联网

金融产品，在‘跑马圈地’的初

期，大家就会开始差异化竞争避

免正面厮杀，相反，待市场瓜分

已经完成后，倒有可能会见到各

家电商进行跨界竞争。 不过，无

论如何演绎，互联网金融的主导

权都会掌握在这些企业手中。 ”

该市场总监说，“其实，别看基金

公司吆喝的更多，但在这场互联

网金融浪潮中，基金公司就是个

配角。 ”

抢食第三方支付十万亿“蛋糕”

基金照搬“余额宝”模式未必成功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爸爸去哪儿》是最近十分

火爆的一个真人秀节目， 这个

节目展示了父与子的亲情互

动。 而近期类似的真人秀也在

金融圈上演，明星“老爸”阿里

带着天弘基金， 如何突破现实

的条件建立良性互动， 成为重

要的看点。

其他基金公司能否也找个

“好爸爸”跟着一起“玩”，虽然

目前尚未看到。 但是，基金公司

确实纷纷打起了先“傍大款”的

主意。 业内人士表示，银联与光

大保德信、 财付通与大型基金

公司达成合作， 其实就是基金

公司看中了留存在支付渠道中

的沉淀资金量存在转化为货币

基金规模的潜力。 但是每家支

付机构的商业模式不同，所以，

完全照搬“余额宝”模式未必能

成功。

瞄准10万亿蓝海

天猫、京东或者苏宁，作为

电商平台，只是为基金公司提供

了一个新的

PK

场地， 而第三方

支付手里有着真金白银，一旦达

成一对一协议，就能在保护期内

充分挖掘沉淀资金，带来规模快

速增长。这或许就是基金公司抢

着“傍”支付渠道的原因之一。

根据艾瑞咨询的研究，仅

2012

年，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交

易规模就已突破十万亿大关，达

12.9

万亿元 ， 较

2011

年增长

54.2%

。 其中，线下收单市场占比

最高，为

68.8%

；其次为互联网支

付，占比

28.3%

；移动支付市场尚

处于起步阶段。

仅互联网支付方面， 根据

EnfoDesk

易观智库最新数据显

示，

2013

年第二季度，支付宝、财

付通 、 银联网上支付分别以

46.4%

、

20%

和

13.1%

占据市场前

三位，前三家支付厂商占据整个

市场

79.5%

的市场份额。

然而，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

之间在商业模式上形成分化，所

以， 基金公司在挖掘这块蛋糕

时，也需要考量哪些支付机构手

里的蛋糕更好挖，并制订差异化

的产品方案。

根据艾瑞咨询的研究，中

国银联、支付宝、杉德、财付通

等非独立支付企业优势明显；

通联、快钱、汇付、易宝、环迅等

独立第三方支付企业亦获得了

一定的市场空间。 随着银行卡

收单、 互联网支付领域的逐步

成熟和瓜分完毕， 第三方支付

企业一方面积极寻求业务领域

的拓展， 逐渐渗透到基金、保

险、 物流等传统金融电商化领

域； 另一方面不断通过创新支

付模式和产品， 为不同行业需

求提供定制化综合解决方案，

盈利模式也初步从单一的手续

费向营销等增值服务费多元化

中间业务收入转变。

客户线上转线下

目前来看，互联网支付三大

巨头支付宝、财付通、银联都已

经被基金公司“傍”上了。 其中，

支付宝的客户群以线上客户为

主，又在网上支付中占据半壁江

山， 当支付宝和天弘联姻后，对

于其他基金公司而言，网上支付

端的市场机会已经很少了，所

以，线下商户的结算资金又成为

了基金公司的另一个目标。

上周，银联商务宣布携手光

大保德信推出了针对中小企业

和商户的“天天富”，该产品是针

对中小企业和商户的货币基金

产品。此前，易宝支付也宣布，携

手基金公司推出针对各行业线

商家的“安易宝”，对商家结算资

金提供理财服务。

由于线下商户与线上购物

消费者对资金流动性需求不同，

开户手续也不同，所以基金公司

想动这块蛋糕并不那么容易。

有业内人士透露，其实银联

和光大保德信的产品数月前就

已经上线，但实际规模增量并不

大，主要问题就在于商户开户这

块。 由于商户要签署协议开户，

需要一家一家谈，银联商务和基

金公司都不可能投入那么多人

力，所以签约的商户并不多。 此

外，商户开立基金账户的手续比

个人开户更复杂，这也导致进度

较慢。

据了解，另一家大的第三方

支付机构财付通也和业内大的

基金公司有了合作。 不过，业内

人士认为， 财付通属于 “富二

代”，并没有电商的基因，其支付

里面水分很大。

理财收益水平维持高位

银行理财管理计划值得关注

□

金牛理财网研究中心

薛勇臻

上周资金面前紧后

松，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

大幅下行，不过，银行理

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依

然维持高位。 上周商业银

行新发理财产品平均预

期收益率较前一周微涨

2BP

至

4.95%

。 但从金牛银

行理财

20

系列指数来看，

上周综合收益指数继续

下行，则印证了资金面的

逐渐企稳。 此外，上周工

商银行、浦发银行等先后

推出了净值型的理财管

理计划，值得投资者特别

关注。

金牛理财网截至

10

月

18

日的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 （

10

月

12

日

-10

月

18

日），

85

家银行共新发非

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

669

款， 环比增加

129

款；

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95%

，环比微涨

2BP

。 从

收益率分布来看，上周收

益率超过

5%

的理财产品

市场占比微增至

46%

。 上

周金牛银行理财综合收

益率指数在

5%

附近小幅

波动， 整体呈下行态势，

上周五指数行至

4.97%

，

较前周五下跌

6BP

。

从银行类型来看，上

周表现较为突出的是股

份制银行，不仅市场占比

大幅回升至

28%

以上，平

均收益率也逆市上涨并

再度突破

5%

。从收益类型

来看，上周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平均预期收益

率 较 前 周 上 涨

1P

至

5.10%

； 保证收益型收益

率环比下降

6BP

至

4.28%

；

保本浮动收益型平均预

期 收 益 率 上 涨

7BP

至

4.55%

。 从投资期限来看，

由于资金面企稳，短期产

品收益率维持小幅下跌

态势，短期理财产指数继

续下行。 中长期产品收益

率上涨，涨幅以

6-12

个月

产品最高。

上周工商银行、浦发

银行等银行先后推出了

净值型的理财管理计划，

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从

工商银行的超高净值客

户 “多享优势” 系列产

品———理财管理计划

A

款

来看，该产品封闭期过后

每月开放一次，比较适合

对流动性要求较高的投

资者。 理财管理计划风险

级别比普通非保本型产

品高，但由于其主要投向

收益较高的理财直接融

资工具，因此实际收益率

可能比

1

个月期的普通产

品要高。

CFP图片

汇添富中证消费ETF价量齐升

新一届政府继续强调

加快经济转型， 全力推进

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再平

衡改革，因此，尽享“改革

红利” 的消费股一直被市

场长期看好。今年以来，消

费板块也有不俗表现，这

使得目前唯一一只以中证

消费指数为跟踪标的的

ETF

———汇添富中证消费

ETF

的净值也快速上涨。

自

9

月

16

日上市以来，该基

金净值已经攀升至

1.0630

元， 在

10

月份短短几个交

易日的净 值 涨 幅 高 达

4.63%

。净值的快速攀升也

使得该基金受到了资金的

热烈追捧 ，

Wind

数据显

示，截至

10

月

18

日，该基金

10

月以来的日均换手率高

达

9.85%

，在所有

ETF

中排

名第四。 （李良）

工银主题策略业绩大幅逆转

今年以来， 信息传

媒等

TMT

行业普涨 ，基

金跟风调配重仓行业受

益明显。 工银瑞信主题

策略股票基金踏准市场

节拍， 把握住了今年的

成长股行情， 呈现出较

好的财富效应。

Wind

数

据显示，截至

10

月

15

日，

该基金今年以来总回报

达

40.52%

， 由同类排名

靠后跃居为普通股票基

金前六分之一行列 ，实

现业绩逆转。 （曹淑彦）

广发基金：美股强势或延续

10

月

9

日，美国总统

奥巴马正式提名美联储

副主席珍妮特·耶伦担

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下一任主席。 据悉，耶伦

是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

的主要倡导者， 分析人

士预测， 为了确保增长

和就业的上行， 耶伦将

减慢退出量化宽松道路

的步伐。 此消息传出后，

为近日来受债务上限担

忧影响而接连下跌的美

股市场打了 一 针 强 心

剂。 广发基金认为，未来

美股强势或可延续。

据悉，广发亚太精选

基金今年以来对美国市

场高度重视，加上出色的

选股能力，基金业绩持续

向好。 据

Wind

数据统计，

前三季度在纳入统计的

74

只

QDII

基金中，今年以

来取得正收益的有

41

只，

其中有

10

只收益率在

10%

以上，而广发亚太精选则

凭借合理的资产配置和

自下而上精选个股 ，以

25.87%

的净值增长率排

名第

2

位。 广发亚太精选

基金经理丁靓表示，美股

受益于美国经济率先复

苏和资金流回，表现有望

持续。 偏好代表未来经济

结构改革方向的环保新

能源、 科技和医药等行

业，并将提高对美国市场

的配置。 （常仙鹤）

■

聚焦银联牵手光大保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