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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基金公司合计盈利3644亿

□本报记者 黄丽

正式披露完毕的基金二季报显示， 虽然二

季度A股市场经历剧烈震荡，总体来看，市场仍

然呈现向上态势， 基金二季度整体盈利水平仍

然不错。根据天相投顾统计，如果不考虑公允价

值变动， 二季度93家基金公司合计实现本期利

润3644.77亿元；本期利润扣减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后的净额为6263.25亿元， 较一季度增长

133%。 嘉实基金、华夏基金、易方达基金三大基

金公司名列前三位，成为盈利大户。

数据统计显示，如果不考虑公允价值变动，

93家基金公司的本期利润为3644.77亿元，较一

季度下降26%。 其中，财通基金、鑫元基金、富安

达基金、申万菱信基金等4家基金公司本期利润

为负数，申万菱信亏损最多，达到18.12亿元。 本

期利润最高的嘉实基金实现256.19亿元， 华夏

基金以247.89亿元仅次于嘉实基金。

据基金研究人士介绍， 真正体现基金公司

和基金盈利能力的指标并非本期利润， 而是本

期利润扣除公允价值变动后的净额。 由于二季

度市场快速增长，93家基金公司的二季度扣减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本期利润合计为

6263.25亿元，较一季度增长133%。 93家基金公

司中仅有富安达一家基金公司扣除公允价值变

动后的本期利润为负。

据统计，二季度本期利润扣除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后的净额上百亿元的基金公司共有24

家。 其中，嘉实基金、华夏基金扣除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后的本期利润遥遥领先， 分别达到

448.19亿元、407.43亿元。 易方达、广发、汇添

富以311.39亿元、277.50亿元、261.80亿元位列

前五。

分不同类型的基金来看，7大类基金本期利

润均为正， 但商品型基金在扣除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后本期利润为负。 二季报显示，779只股票

型基金扣减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本期利润为

3946.47亿元，492只混合型基金为1800.62亿

元。 偏股型基金在所有类型的基金中占有绝对

优势。 QDII基金表现也比较亮眼，96只QDII基

金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本期利润净

额为41.2亿元，较一季度增长7倍有余。 债券型

基金、 保本型基金、 货币性基金也出现小幅增

长， 扣减后的本期利润分别达到179.57亿元、

58.97亿元、236.43亿元。除商品型基金大幅缩水

外，其余各类基金的本期利润都出现明显增长。

单个基金来看，扣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

嘉实300ETF以107.51亿元的本期利润傲视群

雄，成为二季度唯一净赚逾百亿元的基金。紧随

其后的是华泰300ETF和华夏沪深300ETF。 天

弘余额宝货币基金成为唯一跻身前十的货币基

金。值得一提的是，中邮核心成长、广发聚丰、易

方达价值成长、汇添富均衡增长等4只主动管理

基金也位居赚钱能力前十排行榜， 二季度分别

为持有人盈利72.84亿元、65.94亿元、47.88亿

元、44.66亿元。

阳光私募规模猛增

对冲基金将成高净值群体“标配”

□本报记者 徐文擎

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5

年6月30日， 已备案的私募证券基金

管理规模已达12577.39亿元， 突破

万亿元关口，而私募机构数量也呈现

指数级别增长态势。仅短短半年时间，

私募机构较2014年年底（2185家）

的增幅已超过160%，接近2013年底

私募机构数量（977家）的6倍，其中

“公募派” 机构数量虽占比较小，但

管理的市场规模已近三分之一。

此外，随着股市宽幅震荡日益

“常态化” ， 对冲基金以其长期稳

健的收益性质吸引更多投资者的

关注。 好买财富董事长、CEO杨文

斌称，对冲基金未来将成为高净值

人群的标准配置。

产品数量激增

伴随着私募机构增加的还有

新发基金的数量。

格上理财提供的一份数据显

示，自2014年备案制以来，阳光私

募基金发行量激增，2014年底私募

基金数量达到4796只，接近2013年

底数量（2472只）的2倍，而今年上

半年再次刷新纪录，半年增加4633

只，已接近过去11年的私募基金总

数量，总数达到9429只。

从规模来看，上海、北京、深圳

三地仍占据绝对领先地位。 以管理

规模超百亿的私募为例，上海以15

家暂居榜首，北京11家，深圳2家，

总数达28家。在2014年一季度自主

发行之前，只有景林资产、重阳投

资、 青骓投资3家私募机构管理规

模破百亿元。 总体上，截至今年7月

12日，管理规模在10亿元以下的私

募数量占行业总量的89%，其管理

的资产约占行业总量的20%。 50亿

元以上的私募机构从2014年初的7

家上升至51家，数量约占私募行业

总量的2%， 而其管理的资产总量

已达到行业总规模的40%。

截至今年7月12日， 管理公开

产品（单账户除外）的阳光私募基

金经理共计1850人，其中，民间派

人数最多， 占据半壁江山 （占比

49.78%）， 公募派虽占比最小

（10%）， 但其掌管的阳光私募资

产规模总量达到全行业的30.93%，

在各派系中影响力最大。

对冲基金“标配性”凸显

与规模猛增相呼应的是，6月

以来的A股行情让对冲基金的抗

震、稳健收益特性得到极大程度凸

显。 好买财富董事长、CEO杨文斌

在18日的好买财富投资策略高峰

论坛上称，对冲基金未来将成为高

净值人群的标准配置。

他提到，市场中性策略、管理

期货策略、套利策略等是当下非常

主流的一些对冲基金策略，国内有

几十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提供

相对应的产品。 好买提供的一份榜

单显示，二季度市场中性产品收益

率均值为10.68%、管理期货产品收

益率均值、套利产品收益率均值为

11.32%，而同期普通股票型收益率

均值为6.95%。

“以金锝资产旗下的金锝5号对

冲产品为例，它的增幅一直按照自由

模型的节奏在涨，6月大盘下跌40%

时也在继续上涨，也就是两者的净值

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 他说，这类

产品在资产的均衡配置中值得获得

相当的关注。“我们公司投了1000万

元的自营资金在对冲基金上， 这次

在股市的大幅下跌中也有意外的惊

喜，有非常稳定的预期回报。长期来

看， 是可以替代之前信托类产品的

选择之一，它没有收益承诺，但实际

上是一个风险较低、 可持续性好的

产品。 ” 杨文斌补充道。

上海赢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上海宝银创盈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创始人成健也认为， 目前的行

情是稳健、 可持续性成长等要素凸

显的好时机，用时间创造回报。“以

赢华旗下产品为例， 有量化对冲策

略、组合策略、定增策略，我们会提

示客户进行多资产均衡配置， 而不

要把钱全部投在最赚钱的某只产品

上， 其中量化策略产品业绩净值不

断创出新高，成立于去年10月31日

的赢华———成功智享1号对冲产

品， 截至今年6月30日的整体收益

为27.2%，劣后级117.4%，在近期的

急速波动行情中， 最大回撤也仅

1.%，净值曲线平滑上涨。 ” 他说，作

为专业投资人，还应用多策略、多组

合、多产品来应对复杂的市场行情。

半个多月翻一倍 华宝添益规模突破千亿

□本报记者 徐金忠

A股反弹以来， 消息面时常牵动大盘暴涨

暴跌，市场心态仍呈现敏感脆弱迹象。 在此背景

下， 巨量股市资金不断涌入各类低风险的场内

交易品种避险、观望，场内货基霸主———华宝添

益近期规模再度连续暴增。 截至7月21日，华宝

添益规模已跃过千亿元大关， 一举成为两市历

史上首只千亿基金。

上交所清算数据显示，7月21日，华宝添益

共获得85亿元的净申购， 推动其规模轻松跨越

千亿直达1019亿元， 这已是华宝添益自7月7日

以来，连续第11个交易日创出历史新高；在此期

间，基金日均出现接近50亿元的资金净流入。在

申购盛况之下， 半个多月华宝添益规模就翻了

一倍，从二季度末的502亿元激增至1019亿元，

急速膨胀之势大有接棒上半年分级基金“急行

军” 的态势。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千亿基金” 华宝添益

目前应是沪深两市场内规模最大的基金； 除了

避险情绪推动之外， 近期其实际年化收益率明

显高于隔夜回购利率也是该产品魅力所在，值

得注意的是，自其上市以来，收益率超过隔夜回

购（收盘价）的交易天数占比已接近八成。

华宝兴业基金相关人士表示，T+0回转的

交易机制及无申购赎回上限的安排， 为华宝

添益提供绝佳的流动性；此外，目前华宝添益

申赎零费用、二级市场交易时在67家主流券商

处均为零佣金，进一步降低华宝添益的交易成

本。 对于许多场内投资者而言，当股市机会不

明时， 买入华宝添益以增厚闲置资金收益，当

股市良机再现时，卖出华宝添益，即刻买入股

票等其他交易品种， 已经成为一种惯性的资

金利用模式。

“场内交易品种的马太效应十分明显，这在

分级基金等其他产品中也能看到。”某专业基金

分析人士说，“华宝添益既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

股市避险工具， 又能创造高于活期存款利息的

资金收益，多方面优势导致其在机构、个人投资

者中的认同度日渐扩大。在此基础上，二级市场

成交又相当活跃：截至7月21日，其年内二级市

场日均成交190.86亿元， 最高单日成交甚至高

达1450亿元，这为投资者的参与、退出以及一二

级市场套利也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 ”

大资本抢滩 互联网金融玩法生变

□本报记者 周文静

在历经八年后的野蛮生长后， 互联网金融

终于迎来了监管。 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日前

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这被认为是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法”

落地。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政策的明晰，大金融

机构和大资本将持续进场互联网金融领域，行

业将迎来巨变。近日，网贷之家创始人徐红伟在

“上市公司与互联网金融公司资本对接恳谈

会” 中表示，随着大资本的入场，互联网金融行

业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

以网贷行业为例，从2007年以来已经8年，如

果按照传统的互联网企业来说， 生命周期可能已

到高潮并出现行业巨头的集中现象。 但从目前来

看，P2P网贷平台却还处于婴儿期。 作为创业公司

的人人贷在去年1月份拿到了1.3亿美元的融资，

这不算个小数目。但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人人贷

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 市场份额占有率4%，到

2014年市场占有率下降到2%，这意味着市场逻辑

和P2P领域创业的打法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徐红伟认为，行业的体量很大毋庸置疑，以

国内今年新起的消费信贷，美国市场是1万亿美

元， 根据中国的人口以及中国消费市场的挖掘

程度， 至少是两倍。 但与传统的互联网企业不

同，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这意味着创业公

司面临的是长跑之战。 同时，金融的本质决定资

本力量所起的作用， 这一场长跑需要消耗大量

的资源，必须要用资本市场对接。

几十家上市公司跟互联网金融关联挂钩，

还有大量的财团想进入这个行业。徐红伟认为，

这跟原来不一样了，传统风投的VC的金额已远

远不足以满足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融资需求。 陆

金所第一轮融了4.85亿美元， 这绝对不是一个

普通的VC或者是PE可以干得了的事情，但游戏

还没有结束，只是一万米的500米、1千米，接下

来的对决，就看谁的资本雄厚。

资本之外需要注重的是商业模式。据了解，

现存的两千多家网贷平台，所涉业务有配资、汽

车金融、房产、供应链金融、保理等大概有二三

十种。 然而在徐红伟看来，大部分平台的业务是

不具备互联网特性的能呈指数级增长。 目前汽

车金融和供应链金融最近比较热，相对来说，汽

车目前标准化比较好， 而供应链金融由于所处

链条长，要撬动核心企业，并不是创业公司能力

所能达到的。从目前的形式来看，网贷平台的创

业期已过，如果没有财力雄厚的背景，必须要找

到一个可持续爆炸性增长的商业模式。

明石创新

新三板挂牌定增9亿

7月22日，明石创新（挂牌代码：832924）

正式登陆新三板， 成为第四家挂牌新三板的投

资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明石创新在挂牌同时定

向增发股票募集资金9亿元，再创新三板“挂牌

同时定增”现金募集规模的新纪录。

新三板融资能力日益增强， 越来越多的新

三板企业正在采用“挂牌即定增”的融资模式，

最大限度地挖掘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挂牌

即定增’模式在业内被称为小IPO。 ”某业内人

士说。 2013年7月，首家企业在新三板实现“挂

牌即定增” 。 2014年全年有近60家公司挂牌同

时完成定增，今年上半年突破100家。 7月22日

明石创新更是将“挂牌同时定增” 的现金融资

规模推高到9亿元。

作为一家投资公司，明石创新多年坚持集

中在先进制造、清洁能源、旅游文化、现代农业

等领域精耕细作。 新三板挂牌后，明石创新将

依托上市平台进一步打通项目与资金渠道，进

一步推动 “直投+投资管理” 双线战略的实

施。 （徐文擎）

平安一账通

打造智能资管平台

平安集团旗下深圳平安金融科技咨询有限

公司和深圳前海征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

“财富信用”日前上线。平安金科总经理罗子斌表

示， 平安金科借此开始涉及征信类的虚拟财富业

务，横贯实体资产和信用资产，从而完善平安一账

通平台上的金融业务，打造金融产业链的闭环。

与一般的理财类的网站相比， 一账通平台

可以无缝对接平安金融旗舰店，将保险、理财产

品、信托、存贷款等全部一站打通，不管是汽车

贷款还是续保、 网银转账等都可在一账通上得

到实现。根据规划，一账通还将开放接入其它金

融产品，丰富产品品类。当征信业务开始介入一

账通平台后，一账通就能将金融资产、生活资产

和虚拟资产打通， 从而形成一个闭环的智能金

融资产管理平台。 “一账通的最大亮点是整合

了个人的几乎所有资产账户， 对个人资产进行

全面管理。 ” 罗子斌表示，为了解决用户跨金融

机构管理资产的难题， 一账通已将资产账户延

展至非平安系的金融机构。（彭扬）

跌势中的警醒:

最大回撤率

□兴业全球基金 黄鼎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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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有

49

只基金甚至“腰斩”、跌幅超过

50%

，

标准股票型基金平均下跌

41.46%

， 扣除在暴跌

时成立的基金，平均下跌

42.07%

。 此次市场调整

充分提醒， 投资者在选择基金产品中关注最大

回撤率这一指标的必要性。 最大回撤率是一个

重要的风险指标， 指的是选定周期内产品净值

最低时收益率回撤幅度的最大值， 或者说是统

计期内买入产品后可能出现的最大亏损值。

分析已成立满一年的标准股票型基金截至

6

月

12

日和

7

月

10

日的一年期业绩报酬， 可以得出

个有趣的结果，公募基金的业绩排名座次经过这

轮暴跌彻底大洗牌， 在成立满一年的

361

只标准

股票型基金当中，有

66

只基金的一年期回报上升

至少

100

个排名，

62

只基金的一年期回报下跌至

少

100

个排名。 由此可见，不同基金经理人的投资

策略在遭遇市场大幅波动时，会使得基金有相当

不同的业绩报酬，普遍来说在市场上涨时涨幅较

大的基金，在遇到下跌时跌幅也明显较大。 在整

体业绩排名变动的情况下，仍旧有

16

只基金一直

保持在前四分之一的排名，并且在股市下跌时排

名还是逆势上涨，这其中大部分的基金都拥有较

灵活的投资策略，保持着较高的换手率。

过去挑选基金主要以追求业绩的相对报酬，

以满足市场前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为主要考虑，在

经历此轮下跌之后， 最大回撤率也应该纳入判断

的标准。尤其是在此波牛市，高业绩回报的基金往

往出现股票抱团的现象， 在遇到大盘下跌时就存

在流动性不足的隐忧， 使得基金遭遇到较深的回

撤。 值得一提的是，最大回撤率虽然代表风险，但

并非回撤率越大未来市场反弹时业绩回报就越

好。此轮反弹当中就出现许多优质基金，它们遭受

的回撤率较小但反弹的幅度却很大， 明显地反映

出基金经理人的选股能力和对市场的判断力。

在挑选基金的心态上， 应该要追求稳健价

值增长，投资策略保持着居安思危、合理判断的

态度。在选择的方法上，应该避免落入只着重业

绩报酬的迷思，选择相对靠前的业绩报酬，并利

用过往的最

大回撤率来

量化可能面

对的风险；也

可以参考第

三方机构对

基金做的评

级，借助科学

且系统性的

机构评估，来

达到对基金

体质的更清

楚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