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逐鹿全版图 公募扩容不止步

本报记者 黄淑慧

即便公募基金已进入竞争激烈的“百舸争流”时代，这个行业仍然频频掀起扩编潮，各路资本依旧将公募业务视为大金融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角。 证监会网站信息显示，截至2月26日，共计有31家公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在等待“准生证”，递交公募设立申请的既有券商、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也包括东方财富、诺亚财富等第三方销售机构，而重阳、凯石、鹏扬等知名私募更是试图将业务延伸至公募领域。

31家公募等待“准生证”

尽管关于“公募牌照红利式微”的讨论近年来不绝于耳，不过各类机构发起设立公募基金的热情丝毫未见减退。

根据证监会此前公布的截至2016年1月底的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名录，已共计有 101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整个2015年，公募基金公司共成立6家，分别是泓德基金、金信基金、新疆前海联合基金、新沃基金、中科沃土基金和富荣基金。 而截至 2016年2月26日，列在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审批表中的公司多达31家，是现有公募基金公司数目的三成。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公募基金公司设立申请明显增多。 截至去年9月底，包括富荣基金在内还只有16家公司提交设立申请。 短短几个月时间，这个数字就几乎翻番 。

其中，信托、保险、券商、私募、银行、互联网、实体企业等各方力量纷纷加入战局 。 根据证监会网站此前披露的资料，信托公司中，安信信托大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与安信信托共同设立国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旗下渤海国际信托与海航投资集团，以及自然人袁长安拟发起设立本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信托作为第一大股东拟发起设立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等。 保险公司中，则以安邦人寿拟发起设立的安邦基金最为引人注目，华泰保险集团也拟作为持股80%的股东申请设立华泰基金。 券商中，湘财证券、中航证券、太平洋证券分别递交了设立湘财基金、中航基金、太平洋基金的申请。 银行中，则有恒生银行有限公司联合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拟设立恒生前海基金。 股权私募中，弘毅拟设立的弘毅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珠海高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高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等。 而在证券私募中，更是有多位大佬提出了申请，他们或以旗下私募作为发起股东，或以自然人身份 ，提出了设立公募基金的申请。

除了来自传统金融领域的资本，近年来互联网企业也逐渐成为逐鹿金融疆场的新兴力量 ，各大互联网巨头纷纷在金融理财领域积极拓展疆土，其中阿里更是通过收购天弘基金完成其在资产管理端的布局，同时也力推蚂蚁金服旗下招财宝 、蚂蚁聚宝等财富管理端品牌。 而东方财富网也已经于去年11月17日提交申请设立天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迈出了向公募进军的步伐。 此前，东方财富旗下天天基金网已经是公募基金第三方销售机构的领军者，并且通过收购宝华世纪证券获得了香港证券业务牌照，增资入股易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第三方支付牌照，收购西藏同信证券获得了境内证券业务牌照，这次新设基金公司将更进一步拓宽公司互联网财经金融服务大平台的服务范围 。

私募“回归 ”公募潮

在进军公募行业的各路资本中，有一股力量时常引起市场的关注，那就是知名私募大佬的“逆袭”或另一种形式的“回归”。 这些私募大佬大多出身于公募行业，之后下海创业，在旗下私募小有气候之后，开始着手布局公募业务。

比如，于去年4月递交申请的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杨爱斌持股 55%，上海华石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5%；于去年9月递交设立申请的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陈继武持股 96%，李琛持股4%。 陈继武曾担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投资总监。 而杨爱斌于 2005年5月至 2011年9月任职于华夏基金，曾担任华夏基金固定收益总监一职，离开华夏基金后成立了私募基金北京鹏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担任总经理。

此外，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构成是九位自然人股东，前两大股东何斌和秦军 ，分别是去年8月从建信基金离职的副总经理和去年6月从华安基金离职的副总经理。 而瑞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王俊锋和九鼎投资控股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拟共同出资设立，这是九鼎投资发起成立的第二家公募基金，其中持股 45%的王俊锋此前曾担任信诚基金总经理。 中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则拟由刘光灿和旭阳控股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其中刘光灿持股 51%，他曾经担任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和英大基金总经理。

事实上，在此之前，也已经有私募机构通过收购现有基金公司股权的方式进军公募业。 由蒋锦志掌舵的上海景林投资就以这种形式成为了长安基金的第二大股东。 根据长安基金去年3月公告称 ，长安基金注册资本由2亿元增加到2.7亿元 ，上海景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购出资7000万元。 本次注册资本变更后 ，长安基金的股东及股权比例为 ：长安国际信托持股29.63%，上海景林投资持有 25.93%，上海恒嘉美联发展有限公司持有24.44%，五星控股集团持股13.33%，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6.67%。

去年12月16日，重阳投资也加入了公募基金公司的申请阵营 ，意欲发起成立重阳基金，将这轮私募创设公募的潮流推向了高点 。 该公募基金公司将由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控股 75%，上海重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股25%。 重阳投资表示，从海外成熟市场经验看，公募基金依然是资产管理行业的主流，市场空间大于私募基金。 国内情况也基本相同 ，从存量规模、发展速度及未来潜力各个角度看，公募市场同样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重阳申请公募牌照只是将业务拓展到一个更具发展空间的市场领域。 在发展初期，公募业务计划以权益类基金产品为主，还将实施核心员工大比例持股的激励机制 。

在一些私募大佬看来，公募业务的广阔天地是着眼点之一，与此同时，在进军公募之后，也能与现有的私募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杨爱斌就曾表示，鹏扬基金成立后，鹏扬的投资团队、投资流程 、系统支持、运营效率、产品成本节约等方面都会有明显提升。

资本征战大金融疆场

从设立公募基金公司的申请者背景来看 ，相当一部分都是金融“全牌照”的图谋者，而公募基金被视为金融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业务领域。

以“泛海系 ”为例，2015年 12月17日泛海控股（000046）递交申请，有意独资设立民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这无疑是其大金融版图布局中的重要一笔。 经过近两年的转型发展，泛海控股旗下已经拥有民生证券、民生信托、民生期货、民安财险（已更名为亚太财险）等子公司，而近期公司在金融领域频频加码，一方面大手笔增资现有金融子公司，另一方面则发起设立寿险、再保险、基金、担保等子公司。 2015年年底前，公司耗资 113.6亿元对民安财险、民生证券和民生期货增资，增资后持有权益大幅提升至51%、87.17%和96%。 同时，公司公告拟联合银川宝塔精细化工、巨人投资、新华联控股、重庆三峡果业，共同投资设立亚太互联网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暂定名），其通过全资子公司出资 2亿元，占注册资本的20%。 今年2月，公司再度公告，拟收购中国泛海持有的民生信托59.65%股权，作价27.3亿元，并拟出资56.87亿元，以每股约1.422元的价格认缴民生信托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40亿元，使得民生信托注册资本从 30亿元增至70亿元，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民生信托股权变为93.42%。 业内预计，未来公司有望继续谋求其他金融牌照，进一步完善金融版图布局 。

与“泛海系 ”类似，安信信托申请设立国和基金，渤海信托和海航投资拟设立本源基金，安邦人寿申请设立安邦基金，中航证券申请设立中航基金等诸多个案 ，包括近日长江证券和天风证券递交了设立超越基金的申请，都可以被视作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扩展金融版图的努力。

除了从其他金融领域横向延伸至公募基金的机构，也有从第三方财富管理领域向上游资产管理端拓展的案例 。 除了东方财富之外，诺亚财富的两位合伙人也作为自然人股东，于 2015年12月8日递交设立歌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其中谭文清和殷哲分别持股 51%和49%。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收集牌照”打造金控平台的路径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发酵。 正是在此背景下，公募基金行业尽管竞争已趋于激烈，但其牌照价值仍为资本所看重。 而2015年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大幅增长，也让资本看到了公募基金行业的前景 。 尽管2016年 1月受基础市场拖累，公募基金规模出现缩水，但从长远来看，考虑到国内居民资产管理需求的日益增长，多数从业者仍然认为，公募基金行业的前景仍旧不可估量 ，这也激发了各路机构纷纷加入公募行业的角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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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家公募等待“准生证”

尽管关于“公募牌照红利式微” 的讨论近

年来不绝于耳， 不过各类机构发起设立公募基

金的热情丝毫未见减退。

根据证监会此前公布的截至2016年1月底

的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名录，已共计有101家公募

基金管理公司。整个2015年，公募基金公司共成

立6家，分别是泓德基金、金信基金、新疆前海联

合基金、新沃基金、中科沃土基金和富荣基金。

而截至2016年2月26日， 列在基金管理公司设

立审批表中的公司多达31家， 是现有公募基金

公司数目的三成。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公募基金

公司设立申请明显增多。 截至去年9月底，包括

富荣基金在内还只有16家公司提交设立申请。

短短几个月时间，这个数字就几乎翻番。

其中，信托、保险、券商、私募、银行、互联

网、实体企业等各方力量纷纷加入战局。根据证

监会网站此前披露的资料，信托公司中，安信信

托大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与安

信信托共同设立国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航

集团旗下渤海国际信托与海航投资集团， 以及

自然人袁长安拟发起设立本源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西藏信托作为第一大股东拟发起设立嘉盛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等。 保险公司中，则以安

邦人寿拟发起设立的安邦基金最为引人注目，

华泰保险集团也拟作为持股80%的股东申请设

立华泰基金。券商中，湘财证券、中航证券、太平

洋证券分别递交了设立湘财基金、中航基金、太

平洋基金的申请。银行中，则有恒生银行有限公

司联合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拟设立恒

生前海基金。股权私募中，弘毅拟设立的弘毅远

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高瓴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拟设立高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等。

而在证券私募中，更是有多位大佬提出了申请，

他们或以旗下私募作为发起股东， 或以自然人

身份，提出了设立公募基金的申请。

除了来自传统金融领域的资本，近年来互

联网企业也逐渐成为逐鹿金融疆场的新兴力

量，各大互联网巨头纷纷在金融理财领域积极

拓展疆土，其中阿里更是通过收购天弘基金完

成其在资产管理端的布局，同时也力推蚂蚁金

服旗下招财宝、 蚂蚁聚宝等财富管理端品牌。

而东方财富网也已经于去年11月17日提交申

请设立天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迈出了向公募

进军的步伐。 此前，东方财富旗下天天基金网

已经是公募基金第三方销售机构的领军者，并

且通过收购宝华世纪证券获得了香港证券业

务牌照，增资入股易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了第三方支付牌照，收购西藏同信证券获

得了境内证券业务牌照，这次新设基金公司将

更进一步拓宽公司互联网财经金融服务大平

台的服务范围。

私募“回归” 公募潮

在进军公募行业的各路资本中， 有一股力

量时常引起市场的关注， 那就是知名私募大佬

的“逆袭” 或另一种形式的“回归” 。 这些私募

大佬大多出身于公募行业，之后下海创业，在旗

下私募小有气候之后，开始着手布局公募业务。

比如， 于去年4月递交申请的鹏扬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由杨爱斌持股55%，上海华石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45%； 于去年9月递交设立申

请的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由陈继武持股

96%，李琛持股4%。 陈继武曾担任富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投资总监。 而杨爱斌于

2005年5月至2011年9月任职于华夏基金，曾

担任华夏基金固定收益总监一职，离开华夏基

金后成立了私募基金北京鹏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并担任总经理。

此外，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构成是九位自然人股东， 前两大股东何斌和秦

军，分别是去年8月从建信基金离职的副总经理

和去年6月从华安基金离职的副总经理。而瑞泉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王俊锋和九鼎投资控股子

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拟共同出资

设立， 这是九鼎投资发起成立的第二家公募基

金， 其中持股45%的王俊锋此前曾担任信诚基

金总经理。 中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则拟由刘光

灿和旭阳控股有限公司共同设立， 其中刘光灿

持股51%， 他曾经担任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和英

大基金总经理。

事实上，在此之前，也已经有私募机构通

过收购现有基金公司股权的方式进军公募业。

由蒋锦志掌舵的上海景林投资就以这种形式

成为了长安基金的第二大股东。 根据长安基金

去年3月公告称，长安基金注册资本由2亿元增

加到2.7亿元， 上海景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

购出资7000万元。 本次注册资本变更后，长安

基金的股东及股权比例为：长安国际信托持股

29.63%，上海景林投资持有25.93%，上海恒嘉

美联发展有限公司持有24.44%，五星控股集团

持股13.33%，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6.67%。

去年12月16日， 重阳投资也加入了公募基

金公司的申请阵营，意欲发起成立重阳基金，将

这轮私募创设公募的潮流推向了高点。 该公募

基金公司将由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控股

75%，上海重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股25%。 重

阳投资表示，从海外成熟市场经验看，公募基金

依然是资产管理行业的主流， 市场空间大于私

募基金。 国内情况也基本相同，从存量规模、发

展速度及未来潜力各个角度看， 公募市场同样

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重阳申请公募牌照只是将

业务拓展到一个更具发展空间的市场领域。 在

发展初期， 公募业务计划以权益类基金产品为

主，还将实施核心员工大比例持股的激励机制。

在一些私募大佬看来， 公募业务的广阔天

地是着眼点之一，与此同时，在进军公募之后，

也能与现有的私募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杨爱斌

就曾表示，鹏扬基金成立后，鹏扬的投资团队、

投资流程、系统支持、运营效率、产品成本节约

等方面都会有明显提升。

资本征战大金融疆场

从设立公募基金公司的申请者背景来看，

相当一部分都是金融“全牌照” 的图谋者，而

公募基金被视为金融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业务

领域。

以“泛海系” 为例，2015年12月17日泛海

控股（000046）递交申请，有意独资设立民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这无疑是其大金融版图布

局中的重要一笔。 经过近两年的转型发展，泛

海控股旗下已经拥有民生证券、 民生信托、民

生期货、民安财险（已更名为亚太财险）等子

公司，而近期公司在金融领域频频加码，一方

面大手笔增资现有金融子公司，另一方面则发

起设立寿险、 再保险、 基金、 担保等子公司。

2015年年底前， 公司耗资113.6亿元对民安财

险、民生证券和民生期货增资，增资后持有权

益大幅提升至51%、87.17%和96%。同时，公司

公告拟联合银川宝塔精细化工、 巨人投资、新

华联控股、重庆三峡果业，共同投资设立亚太

互联网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暂定名），其通过

全资子公司出资2亿元，占注册资本的20%。 今

年2月，公司再度公告，拟收购中国泛海持有的

民生信托59.65%股权，作价27.3亿元，并拟出

资56.87亿元， 以每股约1.422元的价格认缴民

生信托本次新增注册资本40亿元，使得民生信

托注册资本从30亿元增至70亿元，交易完成后

公司合计持有民生信托股权变为93.42%。业内

预计， 未来公司有望继续谋求其他金融牌照，

进一步完善金融版图布局。

与“泛海系” 类似，安信信托申请设立国和

基金，渤海信托和海航投资拟设立本源基金，安

邦人寿申请设立安邦基金， 中航证券申请设立

中航基金等诸多个案， 包括近日长江证券和天

风证券递交了设立超越基金的申请， 都可以被

视作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扩展金融版图的努力。

除了从其他金融领域横向延伸至公募基

金的机构，也有从第三方财富管理领域向上游

资产管理端拓展的案例。 除了东方财富之外，

诺亚财富的两位合伙人也作为自然人股东，于

2015年12月8日递交设立歌斐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的申请，其中谭文清和殷哲分别持股51%

和49%。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

势下，“收集牌照” 打造金控平台的路径在过

去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发酵。 正是在此背景下，

公募基金行业尽管竞争已趋于激烈，但其牌照

价值仍为资本所看重。而2015年公募基金资产

管理规模大幅增长，也让资本看到了公募基金

行业的前景。尽管2016年1月受基础市场拖累，

公募基金规模出现缩水，但从长远来看，考虑

到国内居民资产管理需求的日益增长，多数从

业者仍然认为，公募基金行业的前景仍旧不可

估量，这也激发了各路机构纷纷加入公募行业

的角逐之中。

资本逐鹿全版图 公募扩容不止步

□本报记者 黄淑慧

即便公募基金已进入

竞争激烈的“百舸争流” 时

代，这个行业仍然频频掀起

扩编潮，各路资本依旧将公

募业务视为大金融拼图中

不可或缺的一角。 证监会网

站信息显示， 截至2月26

日，共计有31家公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正在等待“准生

证” ， 递交公募设立申请的

既有券商、信托、保险等金

融机构， 也包括东方财富、

诺亚财富等第三方销售机

构，而重阳、凯石、鹏扬等知

名私募更是试图将业务延

伸至公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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