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局全球资产配置新时代

基金“出海”热情升温

□

本报记者 黄淑慧

由于近两年走出了强劲走

势，相对于疲弱的A股市场表现

出色，QDII基金再度回归大众

视野，成为近期投资者关注的焦

点。而诸多基金公司考虑到中国

投资者逐渐升温的全球资产配

置需求，也纷纷开发跟踪海外市

场重要指数的QDII产品。

QDII投资市场再扩展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 自 2006年

QDII业务开闸以来， 已经有32

家基金公司先后获得了QDII投

资资格，并获得投资总额度共计

254亿美元。 基金业协会数据显

示， 截至6月30日， 纳入统计的

85只QDII， 总份额为686.19亿

份，总资产净值为533.76亿元人

民币。

与刚问世时相比， 现在的

QDII基金已经从千人一面、集

聚港股的初级阶段，过渡到百花

齐放、品类繁多的成熟阶段。 就

投资区域而言，除了亚太、美国

等市场之外，基金公司开始尝试

涉足更广阔的市场。华安基金日

前就推出了国内首只专注投资

欧洲的基金———华安德国 30

（DAX）ETF及联接基金，其所

跟踪标的德国30（DAX）是代

表德国股票市场的蓝筹基准指

数，占据了约80%的德国股市市

值。成份股包含了30家在德交所

主板市场上市的规模最大、交易

最活跃的德国公司股票，包括投

资者耳熟能详的大众、 宝马、西

门子、拜耳等。

近年来，单一的投资市场已

经让国内不少投资者意识到了

风险的存在，全球化的分散投资

正成为当今理财的趋势，而随着

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

进， 全球化投资将越来越便利。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在全球资

产配置新时代，QDII产品将成为

基金公司下一步的产品开发重

点之一。

除了QDII产品之外， 一些

基金公司也针对高净值人群也

在尝试开发一些个性化特征较

强的专户及子公司产品， 比如

此前嘉实资本的 “外汇通” 产

品，以及华夏、嘉实等公司曾经

试图推出的阿里巴巴打新专户

产品等。

指数型产品成开发重点

业内人士指出， 在市场有效

性较高的海外成熟市场， 相对于

主动投资， 被动投资形成的中长

期业绩表现突出， 形成的市场壁

垒较高， 对投资者而言的综合成

本低， 对管理公司而言的边际成

本低， 因此， 指数型基金是目前

QDII基金探索未知市场的理性

选择。

与此同时，海外指数公司也

在积极开拓中国市场。作为德国

证交所和瑞士证交所推出的各

类 指 数 的 市 场 营 销 代 理 ，

STOXX有限公司甚至于5月8日

在上海正式揭晓了其品牌中文

名“STOXX势拓” 。 STOXX公

司 CEO� Hartmut� Graf� 介绍

说， 在2012年与华安基金签署

了DAX30指数的优先开发协议

之后，还与中国其他一些基金公

司展开了合作，未来希望将更多

指数引入到中国市场。

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全球

交易所交易产品部副总裁John�

Davies此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标普道琼斯指数

一直在中国积极寻找合作伙伴

授权开发ETF产品，在与博时基

金合作成功推出了跨境ETF—

标普500ETF之后， 下一阶段拟

授权开发的标的指数包括道琼

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及一些行业

指数和策略指数。

银行渠道风光不再

权益类基金陷销售困局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去年以来， 互联网金融的崛

起带来了货币基金规模的大爆

发， 大型基金公司纷纷投巨资打

造电商业务， 对传统银行渠道的

重视程度有所下降。 而A股的长

期熊市格局令权益类基金投资者

体验日趋变差、 相关基金的发行

也难上规模， 权益类基金的销售

正陷入困局。

银行渠道难走量

“又有一家 ‘铁哥们儿’ 抛

弃我们了！” 近日，某基金公司市

场部一位客户经理向记者介绍，

今年二季度，军工、国企改革等

板块有一拨局部性的行情，公司

就赶紧新发了一只股票型基金，

但是无奈昔日与公司关系较好

的银行对此感冒的寥寥无几。

这位客户经理称，现在银行

渠道能推得动的也只有稳健型

的产品，权益类产品必须是由明

星基金经理管理的，还必须有特

色，比如仓位要灵活、行业要有

成长性，但即便这次发的这只基

金都满足上述条件，最终还是只

取得了不到2亿的战绩。

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

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2013年

年报， 在基金累计申购量中，基

金直销渠道首次超过银行渠道，

成为给基金带来最多资金的销

售渠道。 数据显示，2013年通过

基金直销渠道、银行及券商等渠

道共销售基金 5.18万亿元，比

2012年的3.98万亿元增加了三

成。 其中，直销渠道占比为45%，

首次超过了银行渠道的42%。

“现在银行渠道尾佣高，规

模又上不去，基金公司发新的权

益产品只能微利。 ” 另外一位基

金公司人士介绍，为了保持公司

的规模地位，只好去投重金发力

互联网金融，淘宝、微信、第三方

销售等平台都有介入，但是相比

银行渠道，这些渠道规模是上去

了， 但是佣金并不比银行少，而

且多是货币基金产品，管理费更

低，大多是赔本赚吆喝。

直销渠道前景未明

“说到底，基金公司赖以生存

的还是利润最丰厚的权益类产

品。 ”业内人士表示，为了不受制

于银行， 基金公司正在发力自身

直销平台的建设， 尤其是错过了

余额宝的首发效应， 部分基金公

司已悄悄开始通过直销来带动权

益类产品的销售。

总的来看， 基金公司对权益

类产品直销渠道的建设包括电商

平台直销、转化“宝宝” 类产品客

户、 开发新的互联网权益类指数

产品等。 比如，去年“双11”期间，

基金公司在淘宝平台直销权益类

产品；还有比较通行的做法是，通

过“宝宝” 类产品的较高收益吸

引投资者， 然后吸引部分客户购

买权益类产品甚至专户产品。 又

比如， 天天基金网与国投瑞银等

多家基金公司联手打造的指数

宝、 广发基金与百度及中证指数

公司联手开发的百发100指数等。

还有广发基金针对权益类产品推

出的“C计划” 费率优惠计划，均

是期望能为公司权益类产品增加

新的客户。

不过，对于基金公司直销上

的这些创新， 业内人士表示，从

目前的尝试来看，权益类产品直

销的效果还不明显，有些只是自

己的自有客户左手倒右手，并没

有新的增量；即便有增量，一旦

出现波动或亏损，客户体验仍然

会一泻千里，而客户体验对于网

上直销来说则堪比生命线。

工银信息产业

业绩排名升至第二

近期创业板的回落让排名前

列的基金格局再度生变。 其中在

上半年排名前三的基金中，工银

瑞信信息产业股票基金由 “探

花” 晋升“榜眼” 。 Wind数据显

示，截至7月15日，工银信息产业

今年以来以20.78%的回报在383

只同类股票型基金中业绩排名

第二。

步入7月份以来，大盘有所回

暖， 但此前一直表现较好的成长

股、中小个股开始回落，创业板的

大幅回落使得上半年聚焦成长股

的绩优基金表现分化。 然而工银

信息产业表现稳健， 净值回报稳

中微升，截至7月15日，今年以来

收益率达到20.78%， 业绩排名从

上半年的第三名晋升至第二名。

工银瑞信旗下工银金融地产股票

基金收益率也从 9.94%上升至

11.33%， 业绩排名也从上半年的

29/355，提升至25/356。

基金经理刘天任、 王烁杰认

为， 主题投资行情在上半年已经

演绎的比较充分， 各股的估值水

平较高， 同时在宏观经济不明朗

的背景下， 三季度整体赚钱效应

要小于二季度， 但三季度在信息

科技领域依然会有局部的投资机

会。 （曹淑彦）

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基

28日发行

继成功打造首只高等级的货币市场基金之

后，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即将推出第二款同类产

品———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

将于7月28日起正式发行。

为了保证高安全性， 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

币市场基金将主要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逆回

购、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和银行存款。 在银行存款

方面，其存款行仅限于五大行，且比例也严格限

定在30%以内。 此外，该基金的组合平均剩余期

限将限制在75天以内，低于目前国内通行的120

天组合平均剩余期限限制。

上投摩根在高等级货币基金领域已有近十

年的成功经验，早在2005年4月，上投摩根基金

即推出了旗下首只高等级货币市场基金———上

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 该产品在实际运作中是

国内久期最短的货币市场基金之一， 在投资标

的信用等级、交易对手、资产配置等方面均遵循

国际标准，在高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

较为稳定的收益率。 与此同时，上投摩根为机构

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以满足不同客户在资

金运用方面的动态需求。 （李良）

广发基金

C

计划登陆淘宝店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一些大型基金公司发力淘

宝平台， 丰富产品线外的同时，

也在尝试收费模式的创新。 记者

从广发基金获悉， 广发基金C计

划将于近日正式登陆广发基金

淘宝官方店， 普通投资者通过C

计划购买广发旗下偏股类基金，

有望大幅降低交易费用。

据悉，C计划是指广发基金

在业内率先推出的偏股类基金C

类收费模式，投资者在广发基金

官网及APP、淘宝官方店等直销

平台上通过C计划申购指数基

金，免申购、赎回费及转换费；申

购其他偏股类基金， 可享受0申

购费优惠，持有30天以上免收赎

回费及转换费；仅按日计提0.4%

-0.6%/年的销售服务费。

在基金产品方面， 目前C计

划已涵盖广发旗下除LOF基金

以外的26只权益类基金，其中包

括21只投资国内的偏股类基金

和5只投资海外市场的特色QDII

基金，基本能满足普通投资者的

各类权益投资需求。

另外，相比一般股票型基金赎

回T+3日以上才能到账的现状，投

资者通过C计划将偏股类基金与广

发钱袋子货币基金实现无缝对接，

赎回基金最快T+1日资金即可到

账， 比传统的股票基金赎回要快2

天，便捷程度直逼货币基金。

广发基金副总经理肖雯认

为，在基金公司向互联网金融转

型中，基金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仍

然是资产管理能力。 如何让客户

从低风险的货币基金慢慢转向

较高风险的权益类基金是互联

网金融1.0向2.0迈进的困惑，而C

计划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光大保德信岁末红利

纯债基金今日发行

光大岁末红利于7月21日正式

发行，投资者可通过建设银行等各

大银行、券商及光大保德信基金网

上直销平台进行认购。

为了满足持有人落袋为安需

求， 光大岁末红利基金合同还规

定，只要符合分红条件，就会在每

个会计年度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进

行收益分配， 且分配比例不低于

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90%。

光大岁末红利将由光大保德

信基金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监何了

乙“掌管” ，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

债、企业债、债券回购、资产支持证

券和银行存款等具有良好流动性

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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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绝对收益”

招商丰利混合基金今日发行

今年以来，股市震荡筑底，债市走出小牛行

情。 对此，股债逢源、资产配置灵活的全攻全守

型混合基金格外吸引投资者的关注。 招商基金

将再次推出瞄准绝对收益投资目标的混合型基

金———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下称招

商丰利基金）于7月21日正式发行。

招商丰利基金将是招商基金旗下的第十只

混合型基金， 同时也是旗下第二只以绝对收益

为投资目标的基金产品。 与常规混合基金不同，

招商丰利的业绩比较基准不再是市场基准指数，

而是采用1年期存款利率+3%(单利年化)作为业

绩比较基准，当前的单利年化收益为6%。这对于

风险偏好中低的投资者而言，招商丰利混合基金

较为稳定的风险收益特征尤具吸引力。

据介绍，招商丰利基金股票仓位范围为0—

95%， 全攻全守的混合基金特质尤其适合当前

持续震荡的市场行情， 高度灵活的资产配置方

式可以为基金经理提供更为灵活的操作便利。

拟任基金经理何文韬、梁亮表示，展望后市及投

资策略，拟任基金经理何文韬表示，现在市场的

核心还是存量资金的博弈，经济有托底，但政策

难超预期，市场仍将维持震荡格局，投资机会主

要来自新股、新逻辑以及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同

时提防业绩低于预期的风险。 （张昊）

券商大集合获准转公募基金

自去年六月起， 证监会已明确限制券商发

起大集合产品，即投资超过200人的集合资产管

理产品。 然而日前重新修订后的《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却明确给券商发

行大集合产品开闸放行， 符合条件的券商还可

以申请公募基金资格。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分析

人士对此表示， 预计券商申请公募资格的审批

速度将加快，公募基金竞争进一步加剧。

《办法》提出，证券公司管理的投资者超过

200人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可以继续依照产品

成立时的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运作； 符合条件

的，也可以注册为公募基金。 据了解，目前具备公

募基金资格的券商有三家， 分别是东方证券、华

融证券和山西证券； 审批中有2家， 中银国际证

券、浙商证券，券商申请公募基金资格进展缓慢。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认为，短期来看券商进入

公募基金领域加大竞争的力度有限，即使目前具

备公募基金资格的三家券商中，也仅东方证券已

发行过2只产品，华融证券和山西证券尚未发行。

究其原因在于券商要有完整的配套团队和架构

需要时间。 此外，还要依照原来的“一法两则”和

合同运作， 还缺乏具体操作的经验和方法指导，

即使拥有了公募资格，暂时仍处于尴尬境地。 长

期看，经过前期的磨合和历练，在巨大的利益面

前，券商进入公募基金仍是必然之事，这也将进

一步激化公募基金领域的竞争。（张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