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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金发行回暖 低风险居主流

□

本报记者 黄丽

受益于春节后市场稳步反弹， 新基金

发行的首募规模略见起色。从2月份最新数

据来看，尽管春节期间新基金发行暂停，截

至2月28日，仍有57只新基金宣告成立，首

募规模达到522.14亿元，较1月份新基金首

募规模增加26%。 不过， 从新基金结构来

看， 保本基金和中长期纯债基金等低风险

产品仍是募集规模的绝对主力， 权益类基

金发行依旧难做。

“三阳” 开市发行回暖

猴年春节开市，A股连收三根大阳线

一度极大地振奋了投资者信心， 新基金发

行较上月有所回暖。Wind数据显示，截至2

月28日，2月份共有57只新基金宣告成立，

首募规模达到522.14亿元， 平均募集规模

为9.16亿元。 而在今年1月份，总共有43只

新基金成立，首募规模为414.4亿元。 虽然

春节长假期间新基金发行暂停， 募集天数

比1月少， 但2月份新基金规模仍有较为明

显的增长，增幅达到26%。

基金公司仍在竭尽全力发行新基

金， 但2016年以来大起大落的行情使得

公募基金规模不升反降。 根据中国基金

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新基金吸金的同时，

公募基金规模在连续四个月规模扩张后

首现缩水，1月底公募资产的总份额较去

年12月末减少5703.84亿份，其中混合型

基金缩水相对严重，份额骤降1077.39亿

份。 从资产规模来看，A股上蹿下跳带来

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 截至1月底，公募

基金资产规模为7.25万亿元， 一个月内

1.1万亿元资金从公募基金中流出， 环比

下降幅度高达13.62%， 惨烈程度远超去

年股灾期间， 也创下迄今为止的最大单

月规模缩水纪录。

事实上，自1月份起，新发基金市场的

吸金效应已大不如前， 多只偏股型基金首

募规模勉强达到2亿元的成立门槛。而在去

年的11、12月份， 每月新基金首募规模均

为千亿元左右。 “去年下半年反弹持续了

一两个月之后，新发基金就比较好做了。去

年年底我们发一只偏股型基金， 两三天就

募集了约10亿，但现在市场阴晴不定，投资

者不赎回已经算很好了。 ” 深圳一家基金

公司市场人士表示， 在上周市场的再度打

击下，基金经理变得比较谨慎，渠道也不愿

意接偏股型基金， 只能建议投资者开始做

定投。

弱市中保本至上

如果与去年同时期相比， 今年新发基

金的首募规模并不差。 2015年前2个月，A

股刚刚经历了大盘股反攻的行情， 指数直

线上扬， 上证指数在3200点上下徘徊，

Wind数据显示，期间新成立的基金规模为

1100.52亿元。 而今年以来， 上证指数从

3400点一路下行， 触及2638点后反弹，截

至目前，2016年以来的新成立基金规模为

936.54亿元，同比仅下降了14.9%。

但是， 新基金产品类型的结构却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体现出投资者截然相

反的风险情绪。2015年年初，新发基金中规

模较大者多为偏股型基金， 仅有少数债券

型基金夹杂其间，募集规模也都比较小，体

现出投资者相对较高的风险偏好。 而今年

年初，新成立的基金中，“保本至上” 的风

险偏好使得保本基金一家独大， 中长期纯

债型基金也成为投资者的心头好， 动辄数

十亿元的募集规模， 令偏股型基金难以望

其项背。

去年下半年以来，A股的过山车行情

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市场的风险偏好。

“市场的突然大跌对风险偏好的打击较

大，进一步的修复需要有增量的利好。 ”

融通基金表示，上周四，前期强势板块大

幅下跌，引起投资者的担忧，叠加各种利

空消息传闻，部分资金离场的决心非常强

烈。 融通基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两点：其

一，大盘在突破2900点之后，需要整固；

其二， 在1月份信贷数据大幅超预期、部

分资源品价格开始上涨之后，周期品的热

度明显升温，导致资金从中小创流入权重

股， 但市场对周期品的看法存在分歧，合

力尚未形成。 因此最近几个交易日以来，

市场的热点较为分散， 并且轮动特征明

显，并无主线方向，体现出较明显的弱市

特征。

广发基金白金：

反弹窗口临近 看好军工和新经济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2月25日， 沪指大跌让春节后的反弹

行情暂时中断， 市场高波动特征延续。 对

此，广发改革先锋基金经理白金指出，年初

以来市场的负面因素正逐步消解， 随着正

面因素的累积， 未来一个季度市场有望在

曲折中走出一波像样的反弹行情。其中，他

看好改革和事件双重驱动的航天军工以及

移动支付、云计算、互联网等高景气的新经

济行业。

2016年开年市场的“挖坑行情” 让市

场风险偏好迅速下降，悲观情绪蔓延。但白

金认为，1月份影响A股市场暴跌的诸多压

力已经明显缓解： 例如人民币汇率趋稳，1

月信贷数据大幅增长反映经济并没有想象

中差，流动性也有望阶段性改善。 同时，与

外围股市相比，A股开年以来的跌幅最大，

目前指数已经处于相对低位， 反弹时间窗

口临近。 在其看来，春节以后连续反弹，一

旦市场回踩，就是布局的好时机。

近期多家研究机构也发表观点指出，

市场更大级别的反弹能量在积蓄， 一触即

发。华泰证券在报告中指出，当前正是上半

年反弹好窗口，投资者应“珍惜” 。 华宝证

券指出，新能源、环保、高端制造、国防军工

等板块的成长股具有结构性机会。

分析人士指出， 在这种结构化和高波

动特征明显的市场行情中， 紧跟热点主题

和精选优质个股将成为盈利的关键。 白金

看好改革主题和新经济行业在未来的盈利

空间。新经济行业中，移动支付、云计算、车

联网、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前景向好，其中云

计算已经开始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

白金管理的广发改革先锋基金在

2015年四季度重点配置云计算和互联网，

迎来全面爆发的新能源汽车的细分锂电池

行业相关个股也出现在其前十大重仓股

中。 Wind统计显示，广发改革重仓配置的

赣锋锂业、同有科技、奥马电器、美亚柏科、

新开源、天齐锂业在2015年四季度的涨幅

分别为120%至150%，尤其是奥马电器、天

齐锂业股价更是超越股灾前的水平， 创出

历史新高。

华夏基金许利明：

最强军改或带来长期红利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2016年全国“两会” 召开在即，2016

年军费开支将进一步明朗， 军改成为两

会关注焦点之一。 华夏军工安全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拟任基金经理许

利明表示， 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最大一轮军改， 其长期影响

和意义极为深远， 或将给军工行业带来

长期红利。 他表示，军队改革、军工国企

改革、军工研究所改制政策陆续推出，军

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 军工催化剂主

题不断，军工行业有望领跑2016年热点，

目前军工板块蓄势反弹， 迎来了较好的

配置时机。

军工行业空间巨大

许利明表示，军工行业将全面受益于

军工改革和军民融合两个维度的改革，

受益于高端武器装备建设投入， 或将是

为数不多的高确定性成长行业。 从产业

结构来看， 国防工业将引领中国新一轮

产业升级。 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典型

代表，国防工业创新需求迫切，未来发展

空间巨大， 并成为新一轮产业升级的新

引擎。

从资本市场来看，目前，我国十大军工

集团的平均资产证券化率仅为30%左右，

相比国外军工企业平均70%的资产证券化

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例如，兵器工业集团、

电子科技集团、 航天科工集团和航天科技

集团的平均资产证券化率还处于20%左右

的较低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军工板块蓄势反弹

WIND数据显示，2月24日， 中信国防

军工指数8060点， 还不到去年6月最高

17222点的一半， 特别是全年四季度总体

表现低迷， 在所有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二。

“军工板块存在补涨动力， 大幅回调提供

配置良机。 ” 许利明说。

虽然板块短期下跌， 但今年军工板块

或将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行情， 而年初是配

置相对较好的时机。目前，重点军工股多数

处于2015年6月以来底部区域。

许利明认为， 军工属于事件性催化敏

感板块，重大军情、军事政策、资本运作都

会刺激板块走强。 3月国防军费预算公布、

2016年中期军工科研院所改革政策或有

实质性进展、 发动机公司挂牌成立等预期

都会推动军工板块上涨。

他介绍说，华夏军工安全基金将于2月

29日到3月18日期间发行， 它是以国防为

核心，同时把握多种安全主题轮动，灵活调

整各类安全主题占非现金资产的比例。 在

具体运作中， 将建立安全预警机制紧密跟

踪社会事件， 一旦出现金融安全、 能源安

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

全的社会现象、话题、政策等催化，及时进

行主题配置。

公募基金

关注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大市场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随着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养老已成为事关

民生和顶层设计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养老金的保值

增值也受众人瞩目。 2月27日，由天弘基金承办的“养

老金政策、运营与投资”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首届

峰会召开，与会的资管机构和资管行业协会人士认为，

养老金管理应挖掘有低成本、 技术领先和细分市场竞

争优势的企业，各类资管机构应跨越资管分割，建立适

宜的团队，为养老金管理提供标准统一的资管服务。公

募基金人士认为，有着丰富to� C端(对个人)业务经验

的公募基金， 尤其适合参与到养老金第三支柱———个

人商业养老保险的资管产品开发和管理。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企业年金、全国社保基

金委托管理规模已超过1.3万亿，全国社保基金约有一

半资产由18家境内投管人管理，企业年金有20家投资

管理人。 而根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

提供的数据，2015年， 全国社保基金1.8万亿资产的投

资回报率达15.14%。

目前，养老金的收支统筹，在部分省市有结余无需

留备付，但是大部分省市的领取压力较大，需要留至少

3个月的备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表

示，这一数据在两万亿左右。 他认为，如果目前市场上

的现金管理工具，既能够做到T+0，收益率又能够战胜

银行五年期存款， 例如当前货币基金能够7日年化2%

-3%的收益率， 那么应该让这笔资金流入到新的金融

工具当中。

天弘基金养老金业务总监朱海扬认为，公募基金公

司擅长做to� C端业务， 因此适合介入养老金的第三支

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将个人生命周期与经济周期

相结合，开发出能匹配客户每个生命阶段、丰富的养老金

产品，并“个性化”配置，减少客户选择难度。“预计这方

面的需求将是海量的，”朱海扬说，“目前余额宝的2.6亿

客户，十年后可能是优质的养老金客户。 ”

广发旗下3基金分红超16亿元

2月26日， 广发基金旗下多只基金相继发布2015

年度首次分红公告，其中广发聚富、广发稳健以及广发

小盘三只绩优基金均大手笔现金分红， 合计分红金额

为16.65亿元。

广发聚富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分红2元，广发稳健

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分红1.8元，而广发小盘则更是公

告每10份基金份额分红10.28元， 实现年度一次性分

红， 即初始投资者仅仅依靠本次分红就全部收回投资

本金。记者根据三只基金的实际规模测算，广发小盘分

红金额为11.1亿元， 广发聚富和广发稳健的分红金额

分别为2.72亿元和2.83亿元，三只基金合计分红金额为

16.65亿元。

广发小盘、 广发稳健和广发聚富三只基金的收益

分配公告显示， 广发聚富基金2015年度可供分配利润

为6.99亿元， 广发稳健和广发小盘2015年度的可供分

配利润分别为15.96亿元和11.1亿元。 其中，广发小盘

基金这次分红总金额为11.1亿元， 一次性完成2015年

度红利分配。 （常仙鹤）

黄金基金场内申购首现零费率

零申购费活动席卷各类场内基金， 分级基金场内

申购、 股票LOF场内申购和石油基金场内申购均已有

产品进入了零申购费时代， 近期黄金基金也加入场内

零申购费行列，首只产品为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

易方达基金近日发布公告称，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

资者的理财需求， 易方达基金决定自2016年2月26日

起，将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场内申购

费率降为零。

在全球资本市场和商品期货大幅震荡的背景下，

2016年以来黄金价格大涨15%以上， 吸引了大批投

资者关注黄金基金投资， 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是八

只投资黄金的基金之一， 同时也在深交所LOF平台

上市交易。

场内零申购费实施后，对于易方达黄金主题等基金

来说，中小投资者和机构都享受场内零申购费，通过申购

后二级市场卖出的方式套利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

例如， 易方达黄金主题某些时期有1.5%左右的溢

价，投资者过去申购10万资金后二级市场卖出，申购费

1%加上卖出交易费0.05%后， 溢价对应的套利空间大

部分被交易费用所抵消，而零申购费实施后，套利的效

率大大提高，费率下降了九成以上。 （常仙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