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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主题基金考核期不低于3年

二季度18家
基金公司旗下基金
赚逾10亿元
□本报记者 叶斯琦
随着基金二季报披露完
毕，公募基金二季度整体盈利
情况出炉。 天相投顾数据显
示， 在二季度的震荡市中，纳
入统计的7599只基金二季度
利润共计395.56亿元， 依然取
得正收益，不过相比一季度末
的6168.84亿元显著下滑。
具体看， 二 季 度 ， 货 币 型
基 金 、 债 券 型 基 金 、QDII、
FOF、保本型基金、商品型基
金实现不同程度盈利， 然而
混合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则
分 别 亏 损 77.02 亿 元 、239.85
亿元。
从基金公司角度来看，二
季度86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
整体实现盈利，18家基金公司
旗下基金的利润超过10亿元；
48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整体
亏损。 其中，盈利公司天弘基
金旗下基金二季度利润居首，
为62.2亿元。 紧随其后的是汇
添富和易方达，旗下基金的二
季 度 利 润 分 别 为 58.13 亿 元 、
39.83亿元。 此外，工银瑞信基
金、兴全基金、建信基金旗下
基金二季度利润也超过30亿
元。 招商基金、景顺长城基金、
中银基金、银华基金旗下基金
整体盈利也挤进前十，整体利
润均超17亿元。

公募理性参与科创板投资
□本报记者 李惠敏 吴娟娟

7月19日，部分基金公司收到《关于公募基
金参与科创板投资有关要求的通知》（简称《通
知》）。《通知》对公募基金参与科创板投资的研
究报价、投资交易、销售管理以及合规风控作出
相关要求。 实际上，公募基金已广泛参与了前期
科创板上市企业打新，数据显示，相比其他类型
的投资者，公募基金获配金额最大，参与投资申
购的产品数量最多。

严控换手率
《通知》 对公募基金参与科创板投资的研究
报价、 投资交易、 销售管理以及合规风控做出要
求。 从投资交易方面看，要求公募基金切实发挥专
业引领作用，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
严格控制投资交易换手率， 保持基金产品投资策
略与投资风格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严禁跟风炒作、
追涨杀跌； 同时， 要求公募基金严格落实组合管
理、分散投资原则，在现行法规规定基础上，进一
步从严设定科创板股票投资比例限制、审慎投资，
切实做好流动性风险管控， 避免因集中持股导致
基金净值大幅波动； 而投资交易方面的要求将直
接反映到公募基金的市场行为上。
研究报价方面，要求基金管理人客观、理性、
公允报价。 “基金管理人应当保证报价的审慎性
与独立性，严禁与发行人、承销商串通报价，严禁
与其他网下机构投资者协商报价，严禁故意压低
或抬高报价，严禁超额申报等行为。 ” 销售管理
方面，提出基金管理人认真践行普惠原则，审慎
识别认申购资金来源， 严禁让渡投资管理权，严
禁将公募基金异化为各类机构资金的套利通道。
此外，在合规风控方面，《通知》要求基金管
理人建立长期考核机制，对科创板股票投资及科

获配24只以上科创板新股的部分公募基金
基金名称
国联安鑫隆A
国联安小盘精选
国联安安泰灵活配置
融通新能源汽车
泰康均衡优选A
融通新能源
华富成长趋势
融通新机遇
国联安添鑫A
泰康睿利量化多策略A

获配新股个数
25
25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获配金额(万元)
1121.63
1643.07
1021.35
1393.94
1395.89
1852.05
1418.41
1865.12
885.25
1009.75

基金类型
偏债混合
偏股混合
灵活配置
灵活配置
偏股混合
灵活配置
偏股混合
灵活配置
灵活配置
偏股混合

数据来源：Wind 时间：截至7月19日
创主题基金，应设置不低于3年的考核期，避免短
期考核干扰投资策略的稳健执行。 监管部门将对
公募基金参与科创板投资行为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对损害投资者利益、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基
金管理人和相关责任人员， 将依法依规从严处
罚。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在阐释部分要求数次
用到“严禁” 这样的字眼，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公募基金严阵以待
相关规定表示，股票基金、混合基金以及含
股票仓位的二级债基，如果基金合同中没有约定
不参与科创板投资，理论上都可以参与科创板股
票投资。 数据显示，相比其他类型的投资者，公募
基金获配金额最大，参与投资申购的产品数量最
多。 广证恒生表示，从网下配售投资结构来看，基
金、一般法人、阳光私募、保险公司获配市值占比
均超过5%。 其中，公募基金获配比例最高，获配
总市值达126.65亿元，占网下配售总额47.91%。
从具体的基金产品看，Wind数据显示，截至

7月19日，有1594只基金产品参与了科创板打新
并获得配售，涉及100多家公募基金，获配总市值
达134.99亿。 其中，在中国通号的战略配售名单
中，华夏3年战略配售和博时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
作均获配6925.8万元，也是公募基金首次获配科
创板企业的战略配售份额。 中国通号的获配新股
规模占博时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规模比例近
7%，占华夏3年战略配售资产净值约0.58%。
此外，国联安鑫隆A和国联安小盘精选两只
基金获配了全部25只科创板新股，获配24家公司
的公募基金有34只，包括东方量化成长、融通新
能源、泰康均衡优选A、东方精选等基金。 一家中
签多只新股的公募基金表示，公司上上下下严阵
以待。 目前，公司已数次商讨科创板股票申购及
上市后投资策略等。 现正就首批科创板上市企业
估值区间和价格区间进行研究，未来会根据产品
性质做出不同安排。 在市场交易指标方面，他表
示，换手率、特停时间和股价涨跌幅将会是重要
参考指标。

国寿安保基金石伟：彰显固收特长 发挥资产配置优势
在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
中，国寿安保基金获评“固定收益投资金
牛基金公司” 。 国寿安保基金资产配置总
监、 投资管理二部总经理石伟表示， 公
司固收团队实战经验丰富， 管理大规模
产品能力得到了机构的充分认可。 除了
传统的主动管理的债券型基金规模较大，
业绩优秀外， 新近发行的国寿安保中债
1-3 年国开债指数基金规模持续增长至
126 亿， 规模攀升至国开债指数基金中
的首位， 规模效应显著。 未来债券指数
产品将迎大发展， 国寿安保基金未来还
将布局债券 ETF 产品。 此外， 公司还将
发挥保险系公募基金在大类资产配置上
的优势。

优秀业绩源于丰富的实战经验
优秀的业绩离不开强大的投资团队。
石伟表示， 他们团队的几位固收投资经
理都是保险资管的交易员出身，不仅具备
扎实的研究基础，而且具备丰富的实战经
验。 他说：“虽然各家机构在固收投资上
所依据的理论差不多，但能不能构建科学
的组合、能不能搭建有效的策略，具体实
施是否具备可操作性，这就显现出能力差
别了。” 特别是在管理规模较大的产品
时，适时适度的调整组合的久期，杠杆率，
信用等级的分布等细节工作决定了最后
的业绩。 通过交易，积极调整，每个轮回多
积累一点收益，长期下来就能体现出不一
样的管理能力。 几位投资经理都是经历过
几轮牛熊转换的洗礼，心态稳定，不犯大
错，看得准机会，下得了重手，他们是优秀
业绩的重要保障。

债券指数产品将迎大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3 月份，国寿安
保中债 1-3 年国开债指数基金成立，首
发规模达 115 亿元， 截至 6 月 30 日，规
模攀升至 126 亿元，位列国开债指数基金
中首位，成为市场上为数不多的成立后规
模快速增长的债券型指数基金，显示出市
场对于国寿安保基金固收团队的实力认
可。 石伟表示，对于指数型基金这类工具
型产品来说，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流动
性才能发挥工具作用。
国寿安保中债 1-3 年国开债指数规
模增长的背后更是市场对这类产品由来
已久的渴求。 石伟说：“固收投资需要在
一级市场拿债、二级市场交易，需要资金、
杠杆，需要很多人来配合， 因此更讲究团
队作战， 同时还需要一定的规模效应去
应对市场流动性不足等问题， 这些都只
有大机构才有能力解决。 对于中小金融
机构不擅长进行主动固收投资，因此工具
型产品对它们而言意义重大，未来发展前
景广阔。 ”
除了债券型指数基金，石伟还密切关
注债券型 ETF 产品。 他表示，截至 2018
年底， 我国债券市场规模达七十多万亿
元，基本上都是优质资产，但这些优质资
产基本是处于单纯持有的“沉淀” 状态。
债券 ETF 产品的出现有望改变这一现
状，能够为全市场提供流动性。 未来随着
债券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和场内交易市场
的打通，必将迎来大发展。 不过，石伟同时
指出， 债券型 ETF 对管理机构的要求很
高， 一方面要能够从银行、 保险等债券
“大户” 中获得券源，另一方面必须要有

应对各种情况的风险处置方案， 尤其是
对流动性风险的应对。 这两方面国寿安
保基金都有独特优势， 未来也希望布局
此类产品。

据了解，国寿安保基金为强化资产配
置优势，专门成立了资产配置委员会。 资
产配置团队由资深固收和权益基金经理
组成，每个月对公司下一个月或者一个季
度的资产配置方向进行讨论。

资产配置需建立公司机制
除了发挥保险资管在固定收益投资
上的优势，身为资产配置总监的石伟也在
着手发挥国寿安保基金在大类资产配置
上的特长。 “保险资金是市场上最早有大
类资产配置概念、意识的机构。 此前，银行
资金不能直接投资股票，而公募基金的固
收规模在 2010 年以前占比很小，两者的
大类资产配置理念意识都要晚一些。 ” 有
着 21 年保险资管工作经 历 的 石 伟 说 ，
“从公司角度看，资产配置比在组合里某
个品种做得特别优秀更重要。 比如，从最
近三十年的历史看，权益资产和固收资产
在大多数时候， 尤其在顶部和底部区域，
都有明显的跷跷板效应，如果能做好这两
类资产的轮动，对组合的收益可以起到决
定性的作用。 ”
虽然大类资产配置的理念已经在公
募基金中深入人心，但石伟认为，大类资
产配置需要很宽广的视野，必须是由非常
优秀或者非常有经验的投资经理才有能
力完成，才具备说服力。 “从近几年的灵
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业绩看，大部分基金经
理往往是擅长做权益的就长期多配股票，
擅长做固收的就长期多配债券。 虽然有的
基金配备了一个权益基金经理、一个固收
基金经理，但两者很难同步协调。 大类资
产配置其实需要公司层面去做一些方方
面面的设计。 ”

◆石伟，24 年金融从业经验，曾任中国人寿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中心债券投资部投资经
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
副总经理、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
投资官兼固定收益部投资总监。 现任国寿安
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资产配置总监、投资管
理二部总经理。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