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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基大扩容 基金发行冷热不均

□

本报记者 张洁

基金发行市场延续去年火

爆局面， 今年以来新发行共计

158只新基金，募集资金1464.10

亿元。但基金发行种类相比去年

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债券

基金发行持续降温， 混合型基

金和货币型基金加大了新品发

行的力度， 发行市场热点转移

显著。

金牛理财网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14年6月27日，主动股票

型基金发行24只， 募集资金

167.12亿元；混合型基金发行44

只，募集资金408.49亿元；债券

型基金发行34只， 募集资金

192.23亿元；货币市场型基金发

行35只，募集资金536.8亿元。 另

外，QDII基金上半年来发行产品

2只，募集资金15.74亿元。

货基规模扩张

在货币基金总规模不断攀

升的背景下，货币基金发行速度

也在刷新纪录。金牛理财网数据

显示， 截止统计日，2014年货币

市场型基金共发行35只，募集资

金536.8亿元， 成为今年以来发

行规模最大、募集资金最多的细

分类基金品种。 除此之外，今年

指数股票型基金发行16只，募集

资金125.73亿元；主动股票型基

金发行24只，募集资金167.12亿

元；保本型基金发行2只，募集资

金2.68亿元； 理财型基金发行1

只，募集资金7.12亿元。

分析人士对此表示，随着年

中来临，市场资金面面临诸多考

验，市场上现金流虽然没有去年

那么紧张，但资金面紧张迹象仍

有显现，因此导致的部分货币基

金逆势而上，成为当前市场上的

稀缺之选。另外近期货币基金的

收益率再度抬升， 整体又逼近

5%大关， 部分产品的七日年化

收益率更是超过20%，刺激货币

基金发行市场热情不减。

混合型发行加速

除货币基金大规模发行外，

混合型基金也获得较大增量，但

相比上述两款基金发行，颇受市

场关注的债券型基金发行明显

降温。 金牛理财网数据显示，混

合型基金发行44只， 募集资金

408.49亿元；债券型基金发行34

只，募集资金192.23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自去年下半

年债券型基金经历熊市洗礼后

大伤元气， 发行市场也明显萎

缩。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债券型

基金新增数量相比去年同期减

少近半。但与债基发行市场的降

温相比，混合型基金发行速度却

有明显的提升，IPO重启成为其

重要推手。

金牛理财网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上半年新成立的混合型基

金的总数为29只， 而截至统计

日，新成立的混合型基金就达到

44只。 其中，灵活配置的混合型

基金占据霸主地位， 共发行38

只，募集资金348.69亿元；积极

配置混合型、 保守配置混合型、

特定策略混合型分别发行1只、4

只、1只， 分别募集资金9.25亿

元、31亿元、19.54亿元。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由于

债基打新被迫叫停，灵活配置型

基金于是被认为是仓位灵活的

“打新” 利器，因此无论是基金

发行主体还是投资者，都对灵活

配置类基金给予了更多关注，灵

活配置型基金在一级市场上获

得自然规模增加。

少数银行“拒签”协存提前支取不罚息条款

基金预计统一叫停可能性不大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近日有消息称，货币基金投

资银行同业存款的提前支取不

罚息“优惠” 被叫停。据了解，目

前的确有商业银行已经“拒签”

提前支取不罚息条款， 不过，只

是少数几家，尚没有对货币基金

造成明显影响，基金人士预计不

大可能会统一叫停。

尚属个案

多位大型基金公司的有关

人士均表示，目前的确有商业银

行拒签同业存款提前支取不罚

息条款， 但是只是极少的几家，

对货币基金整体投资尚无影响。

并且基金人士表示，尚未听到有

关的政策、规定要求商业银行统

一对货币基金的同业存款提前

支取罚息。

“有些银行不接受这个条

款， 主要是非标治理导致银行

的同业资金需求减弱， 有的银

行不大愿意接受这个条款。 不

过，只是一部分商业银行，目前

没有听到要全面取消的政策和

消息” 。某大型基金公司有关人

士表示，所谓“罚息” 就是如果

货币基金提前支取存款， 就按

照活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或

者另行约定一个提前支取情况

下较低的利息率。

具体哪些银行 “拒签” ，该

人士称，尚难以明确归类，不同

银行或者同一银行的不同支行

约定的情况都不一样。

另有大型基金公司的货币

基金经理表示，目前该基金合作

的银行中，并没有银行提出要求

提前支取罚息。“听说有一两家

是不签了，不过我们没遇到。 ”

统一叫停可能性不大

基金业内人士表示， 是否

签订提前支取不罚息条款，这

属于银行和基金公司之间的商

业行为， 预计监管层不大会要

求统一取消。 目前少数几家商

业银行的“拒签” 行为对货币

基金影响不大。 假设未来全部

商业银行都要求货币基金的同

业存款提前支取罚息， 那么影

响将会很大。

“如果未来统一取消，肯定

会影响很大，尤其是对于协存占

比比较大的基金，货币基金的收

益率会更低点。 不过，也可以投

别的，回购和短债还可以。 ” 上

述大型基金公司有关人士指出，

2005年证监会曾发布 《关于货

币市场基金投资银行存款有关

问题的通知》， 其中第三条规

定，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定期存

款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

值的30%。2011年证监会发布新

规， 货币投资于有存款期限、但

根据协议可提前支取且没有利

息损失的银行存款，不属于《关

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银行存款

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三条规定

的“定期存款” 。

该人士分析，如果没有提前

支取不罚息条款，意味着届时货

币基金投资的同业存款最高只

能配置30%， 考虑到流动性，甚

至可能只能配到15%或20%。

有货币基金经理则认为，不

签订提前支取不罚息也是好事，

银行如果未来根据之前的合作

记录自己分类，与信用好的基金

合作签订什么样的条款，信用不

好的怎么签，这样也好，货币基

金的竞争会更加公平。

QDII基金：

下半年必配美股 增配新兴市场

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态势不变， 而新兴市场经过

前期的风险释放，追求“利差交易” 的国际游资有望

加速重返新兴市场。 展望下半年QDII基金的投资策

略，QDII基金分析人士认为， 今年下半年QDII投资

策略仍将主要配置美股，同时增配新兴市场股票。

前瞻7月份，从市场情绪来看，目前芝加哥期权交

易所VIX指数仍维持在极低的位置， 而宽松的货币环

境仍有利于美国的资产价格，其中包括房地产和股票

市场，由此推论美股仍是配置的重要选项。 此外，在今

年下半年美国央行保持低利率的市场环境，也给新兴

国家带来较好的投资时间窗口，因此上述人士建议投

资者可重点增加在新兴市场方面基金的配置比例。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 今年以来美国就业持续改

善明显，失业率已经下降到6.3%水平，在过去12个

月，美国非农就业平均增长19.7万人，已到达历史较

高水平。最为重要的是，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维持

在相对较高水平。 得益于就业改善、竞争力提升、货

币政策宽松，美国经济处于复苏通道判断不变。国金

证券预计，下半年美国GDP增速将在3%左右。

另外，欧洲总体就业略有改善，从去年12%的失

业率回落到今年4月的11.7%；欧洲出口继续保持强

劲，充分显示了欧元区经济强竞争力和自“欧债危

机” 以来欧元区经济转型取得的成功。

但美国的近零利率政策加上欧洲和日本的类似货

币宽松举措，对新兴市场构成利好，国际游资有望重返

新兴市场。 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今年5月，新兴市场

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净流入资金达450亿美元， 创出新

高。与此同时，若国际游资从美国市场撤出，重投新兴市

场，或许对美国经济增速和美股起到抑制作用。（张洁）

万家恒利苏谋东：

看好信用债投资价值

针对下一阶段的债基投资， 万家恒利基金经理

苏谋东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纯债型

基金更适合风险偏好相对较低、更加稳健的投资人，

而结合今年的行情特点他更倾向于投资信用债。

苏谋东表示，从绝对回报的角度看，信用债的收

益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加上资金面稳定的预期，投资

信用债所获得的票息收入较为确定和可观。 苏谋东

还指出，6月底的资金面基本能够平稳度过， 像去年

一样资金面大幅紧张的局面不会再度出现， 下半年

债市慢牛行情值得期待。

根据银河证券截至6月25日数据，万家恒利A今

年以来的净值增长率已经达到6.06%，在同类基金中

排名前四分之一，而全市场参与统计的460只债基同

期平均净值增长率为5.09%。 （李良）

国泰基金张玮：

创业板仍需“沙里淘金”

国泰基金投资总监张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资金面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今年“钱荒” 重演

无望。 而A股市场则会在震荡的走势中呈现出结构

性投资机会， 创业板中的结构分化行情会表现得尤

其明显，今年投资创业板需“沙里淘金” 。 即将出炉

的中期业绩报告，将是一个试金石。

张玮指出，无论A股是否发生反弹，创业板走势

都将表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 其中个体质地确实比

较好的公司股票，可能会出现强者恒强的情况，即便

这些股票也经历了前面一轮估值的下跌， 但是在调

整之后，还是会普遍地继续走强。而一些在去年跟着

创业板整体涨起来的公司，如果其基本面一般，业绩

增长也不是很好， 那么这类公司在市场风暴到来之

后其估值风险还是会逐渐显现出来。

此外，在流动性相对宽松的局面下，张玮认为，

如果A股出现一轮反弹， 那么一些传统行业中的蓝

筹股公司会存在结构性的投资机会。“具体来看，这

类公司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个是行业基本面出现转

机， 另一个是这些公司的前期估值必须已经相当便

宜。 ” 张玮表示。他指出，就第一个条件而言，无论是

行业的供给经过前期良性的收缩， 还是通过流动性

的释放带来需求的增长，反正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

抑或是两方面都出现转机， 都将使行业基本面出现

改善。就第二个条件而言，目前大部分传统行业公司

都已具备较低的估值， 因此其未来的结构性投资机

会值得期待。 （李良）

广发基金

C

计划登陆移动终端

APP

手机购股基零申购费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近日，广发基金旗下的偏股

类基金优惠计划———“广发C计

划” 宣布登陆广发基金APP，这

意味着今后投资者通过手机

APP也能享受0申购费买偏股类

基金，理财更加随时随地随心。

据了解， 广发C计划是指偏

股类基金采取C类收费方式，即

在广发基金官网申购偏股类基

金可享受零申购费，持有30天以

上零赎回费，只收取按日计提的

0.4%-0.6%/年的销售服务费。

持有30天之后，还可以在C计划

的各基金之间免费转换。 目前，

广发C计划的基金池里包含了广

发旗下的26只偏股类产品，指数

基金、主动型基金及QDII基金一

应俱全，为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

的选择。

目前广发基金APP主要包

括四大功能：支持四大行手机开

户、基金净值查询、账户信息查

询及交易功能。 业内人士指出，

广发基金C计划陆续推出之后，

由于广发旗下产品特色明显，绩

效轮动机会多多，能够给投资者

展现出多种的投资选择，填补短

期投资费率优惠的市场空白，备

受短期投资者青睐。根据中国基

金业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基金

投资者情况调查分析报告》，互

联网为投资者首选了解基金的

方式，超过一半的投资者表示曾

使用手机购买基金。广发基金表

示， 未来C计划还会根据投资者

的需求对终端进一步优化，力求

为客户创造更佳理财体验。

广发基金副总经理肖雯认

为， 同传统互联网模式相比，移

动互联网随时、随地、随身的特

点，对移动金融要求更加简单与

极致， 但是金融产品本身复杂、

专业性很强，安全性上更是要万

无一失。如何把非常专业的金融

服务变成非常简单的工具化产

品，这是互联网金融特别是移动

金融领域面临的挑战。 C计划登

陆广发基金APP，就体现了投顾

服务工具化的应用，用简单的页

面体现专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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