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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公募基金行业取得长足发展。 据天相投顾统计，截至2015年末，包含联接基金在内，公募基金净值规模

达到8.4万亿元，较2014年的4.5万亿元增长3.9万亿元，增幅近87%。其中，混合型基金规模达到2.1万亿元，同比

增长2.5倍，成为第二大公募基金类型。

2015年公募基金净值规模达8.4万亿

本报记者 刘夏村

公募基金行业在去年取得长足发展。 据天相投顾统计，截至2015年末，包含联接基金在内，公募基金净值规模达到8.4万亿元，较2014年的4.5万亿元大幅增长3.9万亿元，年度增幅近87%。 其中混合型基金规模达到2.1万亿元，同比增长2.5倍，成为第二大公募基金类型。

混合型基金同比增长2.5倍

据天相投顾统计，截至2015年末，包含联接基金在内，公募基金净值规模达到8.4万亿元，较2014年的4.5万亿大幅增长3.9万亿元，年度增幅达到87%。 其中，货币型基金规模增幅最大。 2015年末，货币型基金的净值规模为4.5万亿元，较2014年末的2.1万亿元增长2.4万亿元，仍然是公募基金中规模最大的类型。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混合型基金净值规模亦大幅增长。天相投顾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混合型基金的净值规模达到2.1万亿元，较2014年底的5813.3亿元增长近1.5万亿，同比增长250%，一跃成为第二大公募基金类型。 业内人士认为，混合型基金之所以大幅增加，与上半年A股火爆有关。 天相投顾的数据亦显示，截至2015年年中，

混合型基金的净值规模就达到2.9万亿元，较2014年底的5813.3亿元增长2.3亿元，较2015年一季度末的7873.9亿元增长2.1亿元。 此外，去年大量股票型基金更名为混合型基金亦被认为是混合型基金净值规模大幅增长原因之一。 2014年证监会正式通过《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将股票型基金的仓位下限由原来的60%

提高到80%，并于2015年8月8日正式实施。 因此，去年8月前后，大量股票型基金集中转型为混合型基金。

与之相关的是，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净值规模大幅下降，其中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的降幅尤为明显。 截至2015年底，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净值规模为7428.8亿元，较2014年底的1.3万亿元减少0.6万亿元。 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净值规模仅为2291.1亿元，较2014年末的7301.9亿元大幅减少5010.8亿元。

固收类基金大放异彩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都是上半年大幅增长，并于年中达到“顶峰”后下滑。 实际上，各类型公募基金规模变化与A股市场高度相关。 在去年上半年波澜壮阔的牛市中，偏股型基金发行市场火爆，屡屡出现新产品提前结束募集的情况，甚至百亿级新发基金亦不鲜见，但在此后的市场持续震荡中，

偏股型基金遭遇一定程度的赎回。

与之相反的是，去年下半年，市场上出现的资产荒使得大量资金涌入债市，债券基金规模增长明显。据天相投顾统计，截止2015年末，债券型基金的净值规模达到7991.2亿元，较2015年中的4574.2亿元增长74%，较2014年末的4482.6亿元增长78%。此外，A股大跌后，市场风险偏好回落使得保本基金受到投资者欢迎。截至2015年末，

保本基金规模达到1615.6亿元，较2014年初的486.1亿元大幅增长1129.5亿元，增长2.32倍。

不过，近期A股显现回暖迹象，一些公募基金人士开始看多股票市场。 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总经理魏凤春就认为，首先，美元指数反弹幅度有限，美元对新兴市场货币、大宗商品的压制不复以前；其次，注册制、战略新兴板的政策动向对股市影响正面。 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总经理杨德龙更是认为，今年一季度大盘走出先抑后扬的

走势，A股在年初跟随全球市场出现大跌，很多投资者都亏损累累，但二季度的情况会大大改善，二季度大盘反弹的目标就是逐步收复一季度的失地。

杨德龙进一步表示，从新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已经基本企稳，供给侧改革配套债转股构想的提出，使得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基本消失，A股市场单边下跌的基本面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今年货币政策仍然是中性偏宽松，流动性依然充裕，在资产配置荒的大背景下，A股将逐渐从反弹走向反转。

险资成场内基金最大持有人

□本报记者 曹乘瑜

根据天相投顾对场内交易型基金的统计数据，截

至2015年底，公募基金的前十大持有人中，保险资金

持有的市值最高， 达到288.83亿元， 其次是券商、个

人、社保、基金公司、银行、QFII、信托、财务公司。

从前十大持有人持有市值来看，保险资金仍然是

妥妥的第一“金主” 。 险资持有的288.83亿元公募基

金资产，占场内公募基金总市值的16.88%，远远超过

券商持有53.9亿元和3.15%的占比； 持有市值排第三

的是个人投资者，持有32.18亿元，占比为1.88%；排第

四的是社保，共持有28.47亿元，占比达1.66%；排第五

的是基金公司自身， 持有18.59亿元， 占比1.09%；银

行、QFII、信托、财务公司的持有市值占比均不到1%。

值得关注的是，在前十大持有人中，个人投资者虽

持有32.18亿元市值，但是份额达到35.88亿份，单位市

值小于1元，而其他投资者的单位市值均大于1，显示个

人投资者在基金投资上总体处于亏损状态。 金牛理财

网研究员何法杰认为，个人投资者在投资场内基金时，

偏爱投资带杠杆、波动大的分级B份额，而在去年下半

年的暴跌中，分级B损失惨重。

基金三项费用大幅上升

□本报记者 徐文擎

2015年公募基金行业迎来爆发式

增长，基金公司管理费、托管费、佣金

也同比大幅增加。 天相投顾统计数据

显示， 从已公布年报且有管理费数据

的2515只基金情况看，2015年这些基

金支付给基金公司的管理费同比增长

61.28% ， 支付给银行的托管费增长

63.20%， 支付给券商的交易佣金增长

116.16%。

基金年报数据显示， 基金公司在

2015年共获取管理费收入474.59亿

元， 较2014年的294.26亿元同比增长

61.28%。 混合型基金和开放式股票型

基金仍是基金公司管理费收入的主要

来源，不过由于去年8月一大批股票型

基金转换成混合型基金， 因此混合型

基金成了管理费贡献的最主要力量，

达到258.35亿元， 同比增长232.15%；

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管理费减少至

72.42亿元，同比下降41.51%。 封闭式

股票基金的管理费同比上升83.39%，

QDII基金管理费同比略有上升。

固定收益类基金方面，货币基金、

债券型基金和保本基金管理费同比增

幅 分 别 高 达 67.77% 、36.53% 和

81.52%。 借助电商平台的渠道推广及

T+0技术的广泛运用， 去年货币基金

资产规模增长114.78%， 因此其管理

费也相应地持续增加；而保本基金成

为去年下半年震荡市中新基发行的利

器，规模和管理费均大幅增长。

从基金公司角度来看， 大型基金

公司之间的基金管理费同比出现显著

分化。 华夏基金以25.65亿元的管理费

收入稳居第一，同比增长5.25%。 而在

管理费排名前十的基金公司中，富国、

汇添富、 工银瑞信和易方达基金成为

管理费增长幅度最大的4匹黑马，同比

增 幅 分 别 为 152.67% 、116.33% 、

113.92%和82.22%。 另外，嘉实、天弘、

南方、广发、鹏华等基金公司管理费收

入同比稳步增长。

佣金方面， 去年上半年的大牛市

和下半年的结构性行情使得基金换手

率较2014年大幅提升，基金公司向券

商支付的佣金也随之增加。 2015年基

金公司支付佣金共计124.01亿元，同

比增加116.16%。

2015年收入交易佣金过亿元的

有27家券商，其中中信证券、招商证

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国信证券、

安信证券、国泰君安、广发证券、银河

证券、中信建投、兴业证券佣金收入

超过5亿元， 中信证券佣金收入高达

7.02亿元，排名首位。

而在剔除无客户维护费的基金

后，纳入统计的2541只基金2015年共

向销售机构支付客户维护费用 （即

“尾随佣金” ）87.57亿元，较2014年底

同比增加73.61%， 在管理费中的占比

上升1.07个百分点至18.25%。 目前主

要是中小型基金公司尾随佣金率较

高，多家在五成以上。 尽管银行系基金

公司具有渠道天然优势， 然而在尾随

佣金率方面， 似乎并未低于行业平均

水平。

机构持有人占比首超个人

□金牛理财网 何法杰

去年下半年以来， 受实体经济回

报下行、信用风险有所抬升、股市泡沫

破裂的影响，“资产荒” 现象愈演愈

烈， 兼具安全性和收益率的货币基金

成为大量资金的共同选择。

天相投顾对基金2015年年报的

统计显示， 去年底公募基金总份额为

7.38万亿份，环比增长近四成。 其中，

货币基金总份额达到了4.37万亿份，

环比增长超过八成。在其助力之下，机

构投资者在国内公募基金中的持有占

比首次超越了个人投资者， 达到了

56.86%；个人投资者持有份额则环比

增加2288亿份至3.18万亿份， 占比下

滑至43.14%。

与2015年年中相较，机构投资者

在封闭式、 债券型和混合型基金中的

占比继续保持在50%以上， 前两者分

别 上 行 2.84 和 13.08 个 百 分 点 至

55.15%、71.59%，后者则下行14.83个

百分点至50.14%；QDII、 商品型以及

股票型基金则保持个人投资者为主的

态 势 ， 机构 投 资 者 占比 分别为

15.91%、34.39%和22.80%；保本型基

金在机构大幅减持、 个人迅速增持的

对比中实现了个人投资者的主导，机

构 占 比 下 滑 44.67 个 百 分 点 至

22.91%； 而凭借远超个人投资者1.80

万亿元的增持， 机构投资者实现了在

货币基金上的反超，占比大增逾20个

百分点，达到了62.23%。

具体来看， 除货币基金、 债券基

金、商品基金之外，机构投资者对其他

类型的基金份额，尤其是封闭基金、股

票基金、混合基金和保本基金，均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减持， 合计数量2577亿

份， 与同期增持债券基金的2352亿份

相差不大， 但其对货币基金的增持额

则达到了1.80万亿份，反映出机构投资

者对权益市场持相对谨慎态度， 低风

险的资产品种仍为其主要配置偏好。

基金公司方面，103家公司中共

有74家机构持有人占比超过了50%。

其中，24家机构持有人占比超过了

80%，而除中银基金、华泰柏瑞以外，

其余主要为新成立的次新基金公司；

千亿份额之上的19家大型基金公司

中，余额宝效应下的天弘基金个人投

资者占据绝对主导， 机构占比仅为

6.78% ；除工银瑞信、嘉实、富国、汇

添富以外，其余14家机构占比均超过

了50% ，南方、易方达、华夏、招商等

公司在国家队救市基金的推动下，机

构占比提升均在20个百分点左右。

类型

2015

年年底

2015

三季度末

2015

年年中

2015

年一季度末

2014

年年底

开放式股票型

7428.760658 6195.435993 10924.90501 13827.11188 13028.91326

指数型

5137.670767 4352.725348 8143.828764 5959.58112 5726.993688

积极投资股票型

2291.08989 1842.710645 2781.076242 7867.530762 7301.919566

混合型

21296.89476 16386.45401 29203.90764 7873.855752 5813.333572

混合型

21298.06752 16386.45401 29203.90764 7873.855752 5813.333572

封闭式股票型

239.555275 189.434326 248.088339 219.882436 179.707872

债券型

7991.181665 5922.490031 4574.179151 4446.095444 4482.612848

纯债型

3654.638329 2672.025378 1835.124491 1673.103243 1662.952094

一级债基

1465.888163 1192.74044 903.726147 907.604335 931.267693

二级债基

1935.271151 1224.897374 1212.925102 1099.214529 911.816309

理财债基

935.384021 832.826839 622.403409 766.173336 976.576751

货币型

44822.19961 36818.17492 24119.72843 20672.26993 20868.64763

保本型

1615.619232 813.978295 1327.73478 649.651833 486.096902

商品型

23.960534 16.103188 10.383613 7.021274 2.90706

QDII 601.705648 523.48736 853.569078 525.195723 495.533267

合计

84021.05015 66865.55813 71262.49604 48221.08428 45357.75241

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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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参与汇总的

基金数目

本期利润

[2015

年年报

]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2015

年年报

]

期末基金

可供分配净收益

[2015

年年报

]

期末单位基金

可供分配净收益

[2015

年年报

]

本期利润

[2015

年中报

]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

的净额

[2015

年中报

]

期末基金

可供分配净收益

[2015

年中报

]

本期利润

[2014

年年报

]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

的净额

[2014

年年报

]

期末基金

可供分配净收益

[2014

年年报

]

混合型

1205 513494351557.67 541345384793.36 172361182491.69 0.41 258502806338.44 252871513485.72 255126042966.67 86940125224.21 65066516931.22 29109598339.92

债券型

863 46744793102.82 45235147148.12 26045452325.47 0.17 25747194586.28 31672602923.37 41741596061.73 50423249079.25 27639486205.29 22498618013.73

股票型

574 6702028941.22 97468232885.24 62792247745.29 0.18 515766436148.46 545327166465.62 425996816118.83 292351569291.40 129706355527.78 41592015788.90

货币型

359 99991037545.83 99991037545.83 0.00 0.00 46862888485.91 46862918275.91 0.00 78300614589.24 78300614589.24 0.00

QDII 102 -6884837083.10 -2599729804.79 -11461149248.22 -0.05 990143279.78 3417295328.01 -1262666785.58 458699665.57 2250705821.26 -5293548218.75

保本型

72 9776941562.11 9892642382.79 7327748101.59 0.22 8993478596.58 8918154836.94 30428703525.92 7812484603.15 4978154065.55 11006494947.95

封闭式

21 10191654314.32 7913879291.57 4070921088.37 0.41 9927816854.42 8661437918.96 8179724544.76 4609163114.90 2742405349.84 1367951663.39

商品型

9 -102265141.22 -21987361.22 -145345131.43 -0.59 -10897727.85 -439515.97 -78630847.71 27313205.30 -19247393.52 -31799309.04

合计（亿元）

3205 6799.14 7992.25 2609.91 0.09 8667.80 8977.31 7601.32 5209.23 3106.65 1002.49

去年公募基金盈利6799亿元

□本报记者 曹乘瑜

天相投顾数据统计显示， 纳入统

计的103家开展公募业务的机构 （包

括基金公司和相关券商、 险资及其资

管公司） 共3269只基金，2015年共斩

获利润6799.14亿元，同比增长1589.91

亿元，增幅达31%。 混基贡献逾七成利

润，QDII和商品型基金亏损。 其中，华

夏基金成为最赚钱的基金公司。

由于混合型基金灵活的仓位，加

上2015年上半年A股行情火爆， 去年

混合型基金的数量剧增， 也成为贡献

利润最多的一类基金。 截至2015年

底，1205只混合型基金斩获5134.94

亿元利润 ， 同比增幅达到惊人的

491%，为公募基金行业贡献了76%的

利润。 相比之下， 股票型基金地位式

微。同期，574只股票型基金盈利67.02

亿元， 仅占所有公募基金利润总额的

1%，同比缩水98%。 同样受A股行情

影响 ，21只封闭式基金整体盈利

101.92亿元，同比增加121%。

固收类基金中，359只货币类基金

整体盈利999.91亿元， 同比增长28%；

863只债券基金整体盈利467.45亿元，

同比减少了7%；72只保本型基金整体

盈利97.77亿元，同比利润增加25%。

商品型基金和QDII基金在2015

年以亏损收官 。 102只QDII亏损

68. 85亿元，9只商品型基金亏损1. 02

亿元。

具体到基金公司，103家相关公

司中， 有9家亏损，94家获得正收益。

利润在百亿元以上的共有28家。 其

中，华夏基金以509亿元的利润总额，

成为2015年度为老百姓赚钱最多的

基金公司。据悉，华夏基金去年共分红

42次，分红总额达134.80亿元。成立以

来， 华夏基金累计分红总额已经超过

1150亿元，是国内首家分红额超千亿

元的基金公司。

紧随华夏的是嘉实基金， 实现

利润471 . 59亿元。 排名第三到第六

的是汇添富基金 、广发基金 、易方

达基金、南方基金，盈利均超过300

亿元。天弘基金以252 . 5亿元排名第

七。 中邮创业基金、兴业全球基金、

银华基金排名第八到第十，利润均

在150亿元以上。

2015年基金财务数据

2015年公募基金规模骤增至8.4万亿元

□本报记者 刘夏村

混合型基金同比增长2.5倍

据天相投顾统计，截至2015年末，包含联接基

金在内， 公募基金净值规模达到8.4万亿元，较

2014年的4.5万亿大幅增长3.9万亿元，年度增幅达

到87%。 其中，货币型基金规模增幅最大。 2015年

末，货币型基金的净值规模为4.5万亿元，较2014

年末的2.1万亿元增长2.4万亿元，仍然是公募基金

中规模最大的类型。

值得关注的是， 去年混合型基金净值规模亦大

幅增长。 天相投顾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混合型基金

的净值规模达到2.1万亿元， 较2014年底的5813.3亿

元增长近1.5万亿，同比增长250%，一跃成为第二大

公募基金类型。 业内人士认为，混合型基金之所以大

幅增加，与上半年A股火爆有关。 天相投顾的数据显

示，截至2015年年中，混合型基金的净值规模就达到

2.9万亿元，较2014年底的5813.3亿元增长2.3万亿元，

较2015年一季度末的7873.9亿元增长2.1万亿元。 此

外，去年大量股票型基金更名为混合型基金亦被认为

是混合型基金净值规模大幅增长原因之一。 2014年

证监会正式通过《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将股票型基金的仓位下限由原来的60%提高

到80%，并于2015年8月8日正式实施。 因此，去年8月

前后，大量股票型基金集中转型为混合型基金。

与之相关的是， 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净值规

模大幅下降， 其中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的降幅尤

为明显。截至2015年底，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净值

规模为7428.8亿元， 较2014年底的1.3万亿元减少

0.6万亿元。 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净值规模仅为

2291.1亿元， 较2014年末的7301.9亿元大幅减少

5010.8亿元。

2015年基金行业数据

2015年基金资产净值表（含联接基金，单位：亿元）

制图/韩景丰

固收类基金大放异彩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和混合

型基金都是上半年大幅增长， 并于年中达到 “顶

峰”后下滑。实际上，各类型公募基金规模变化与A

股市场高度相关。 在去年上半年波澜壮阔的牛市

中，偏股型基金发行市场火爆，屡屡出现新产品提

前结束募集的情况， 甚至百亿级新发基金亦不鲜

见，但在此后的市场持续震荡中，偏股型基金遭遇

一定程度的赎回。

与之相反的是，去年下半年，市场上出现的资

产荒使得大量资金涌入债市， 债券基金规模增长

明显。 据天相投顾统计，截至2015年末，债券型基

金的净值规模达到7991.2亿元， 较2015年中的

4574.2亿元增长74%， 较2014年末的4482.6亿元

增长78%。此外，A股大跌后，市场风险偏好回落使

得保本基金受到投资者欢迎。截至2015年末，保本

基金规模达到1615.6亿元，较2014年初的486.1亿

元大幅增长1129.5亿元，增长2.32倍。

不过，近期A股显现回暖迹象，一些公募基金

人士开始看多股票市场。 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总

经理魏凤春就认为， 首先， 美元指数反弹幅度有

限，美元对新兴市场货币、大宗商品的压制不复以

前；其次，注册制、战略新兴板的政策动向对股市

影响正面。 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总经理杨德龙认为，

今年一季度大盘走出先抑后扬的走势，A股在年初

跟随全球市场出现大跌， 二季度的情况会大大改

善， 二季度大盘反弹的目标就是逐步收复一季度

的失地。

杨德龙表示，宏观经济基本面已经基本企稳，

A股市场单边下跌的基本面基础已经不复存在，A

股将逐渐从反弹走向反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