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四季度公募基金盈利8233亿元

本报记者 余世鹏

天相投顾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四季度公募基金共盈

利8233.25亿元。 纳入统计的七大类基金中，除商品型基金外，其余

六类基金均实现盈利，贡献最大的依然是权益类基金。

其中，混合型基金以4872.79亿元的利润规模排名第一，股票型

基金以2231.05亿元的利润规模排名第二， 这两类基金利润之和为

7103.84亿元，在四季度全部基金盈利中占比达86.28%。 此外，债券

型基金、 货币型基金、QDII基金、FOF的四季度盈利分别为530.94

亿元、450.90亿元、114.08亿元、47.26亿元。

从具体产品看，纳入统计的9939只基金（不同份额分开统计）

中，四季度有9919只基金实现盈利。 其中，有1402只基金盈利规模

过亿元，盈利规模在10亿元以上的基金则有141只。 招商中证白酒

基金以126.28亿元的盈利规模位居全市场第一，紧随其后的分别是

易方达蓝筹混合、易方达中小盘、易方达消费行业和景顺成长，四季

度的盈利分别为120.22亿元、82.45亿元、73.87亿元、72.40亿元。

从公司口径看，在纳入统计的142家基金公司中，四季度有141

家公司旗下基金实现盈利。 其中，盈利规模在十亿元和百亿元以上

的分别有80家和22家。 具体看，易方达旗下基金以755.63亿元的利

润规模继续坐稳头把交椅； 排名第二至第五位的分别是华夏基金

（490.75亿元）、汇添富基金（445.36亿元）、富国基金（384.24亿

元）、广发基金（368.50亿元）。

与2020年三季度相比，2020年四季度市场赚钱效应有所回升，

142家基金公司中有134家公司旗下基金实现季度盈利增加。比如，

易方达基金旗下基金四季度盈利755.63亿元，较三季度的361.74亿

元增加了393.89亿元，增幅达108.89%。

值得一提的是，天相投顾数据显示，根据2020年半年报、三季

报和四季报加总，2020年全年公募基金盈利合计达到1.98万亿元，

逼近2万亿元，属于公募基金行业历年盈利最高值。 其中，混合型基

金和股票型基金利润分为11384.11亿元和5047.01亿元， 债券型基

金和货币型基金的利润分别为1406.29亿元和1652.47亿元。

单家公司方面，2020年易方达基金旗下产品以1599.95亿元的

盈利规模位居第一，汇添富基金则以1110.78亿元盈利位列第二，排

名第三的广发基金合计盈利达到1002.21亿元。 此外，华夏基金、富

国基金分别以979.73亿元和940.61亿元的盈利规模，排名第四和第

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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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推进科技监管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22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证监会围绕“数

据让监管更加智慧” 愿景，大力推进

科技监管，2020年各项工作全面展

开并取得阶段成效。

她指出， 证监会组建科技监管

局，形成科技监管局、信息中心为一

体，中证数据、中证技术为两翼的科

技监管组织架构，统筹开展资本市场

科技监管。建立健全科技监管制度体

系，落实新证券法有关规定，发布信

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备案管理等规

章制度， 规范促进金融科技发展，切

实保障资本市场技术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强化基础工程建设，抓好上市、

私募、稽查等监管信息系统重点项目

落地见效，基本实现行政许可等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 ，为资本市场改革

创新提供技术保障。探索金融科技创

新应用，打造金融行业领先的自主区

块链底层平台。

高莉表示， 未来一年证监会将继

续深化科技监管改革， 加强行业科技

发展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 狠抓基

础工程，优化监管系统建设，加强行业

安全监管，推进科技监管再上新台阶。

沪深交易所修订

沪深港股通业务实施办法

●本报记者 黄灵灵 黄一灵

1月22日，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

新修订的沪深港股通业务实施办法，

自2月1日起实施。

沪市方面，实施办法修订主要包

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沪股通投资

者交易上交所科创板股票的适当性

要求，符合香港相关规则界定要求的

机构专业投资者才可通过沪股通参

与科创板股票交易；二是将深交所上

市A+H股公司的H股纳入沪港通下

港股通股票范围。

同时， 自2月1日起， 属于上证

180、 上证380指数成份股及A+H股

公司的A股的科创板股票正式纳入沪

股通股票范围；科创板上市A+H股公

司的H股及深交所上市A+H股公司

的H股正式纳入港股通股票范围。

上交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

化完善互联互通机制，持续吸引外资

参与A股市场，推进我国资本市场高

水平双向开放。

深市方面，一是调整港股通股票

范围调出情形中“风险警示板” 相关

表述，明确相关股票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纳入港股通股票：深交所或

上交所上市A股为风险警示股票、退

市整理股票或者暂停上市股票的

A+H股上市公司的相应H股； 在联

交所以港币以外货币报价交易的股

票；深交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是修订“会员” 的释义，“会

员” 指取得深交所会员资格的证券

经营机构。 修订“H股”“A+H股”

释义，明确H股为在联交所主板上市

的股票；A+H股上市公司指在境内

注册，其股票同时在联交所主板和深

交所或者同时在联交所主板和上交

所上市的公司。

公募基金规模首超20万亿元

金牛基金“吸金力”强

●本报记者 王宇露 万宇

2020年基金四季报显示，截至

去年12月底，公募基金规模首次超

过20万亿元。 2020年四季度，不少

绩优老基金获青睐， 规模大幅增

加，但多只去年成立的爆款基金遭

遇大规模赎回，有爆款基金从去年

成立到年底净赎回率达到70%。

货基和FOF获净申购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2020年四

季度公募基金（含联接基金）总体

出现净申购，净申购6433.79亿份，

净申购比例为4.04%。 净申购的基

金类型主要是货币型基金，净申购

份额达8250.72亿份， 申购比例为

11.43%，另外，FOF净申购份额为

23.15亿份，申购比例为3.49%。

其他各类基金均出现不同份

额的净赎回。混合型基金净赎回份

额最多，净赎回998.38亿份，赎回

比例为3.47%。 商品型基金赎回比

例最高，净赎回19.02亿份，赎回比

例为8.31%。 股票型基金净赎回

305.45亿份，赎回比例为2.60%，其

中，指数型基金净赎回90.59亿份，

赎回比例为0.01%，积极投资股票

型基金净赎回214.85亿份，赎回比

例为0.06%。 债券型基金净赎回

454.25亿份， 赎回比例为1.02%。

QDII基金净赎回62.98亿份， 赎回

比例为5.88%。

在纳入统计的143家公司中，

有82家公司实现净申购。净申购份

额超过100亿份的有21家公司，银

华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广发基金

三家公司净申购份额最多，分别为

688.80亿份、628.19亿份、616.63亿

份。 在申购比例方面，共有36家公

司净申购比例超过10%，净申购比

例最高的是人保资产、 泰信基金、

华宸未来基金，净申购比例分别达

到86.01%、73.23%、61.45%。 在出

现净赎回的公司中， 有5家公司净

赎回份额超过100亿份，有24家公

司净赎回比例超过10%。

多只爆款权益类基金缩水

2020年，基金发行市场火热，

全年新成立基金发行份额突破3万

亿份，创历史纪录。同时，爆款基金

频出，40只基金发行份额超过100

亿份。不过，基金四季报显示，多只

爆款基金规模大幅缩水。

2020年5月22日成立的易方

达均衡成长成为去年规模缩水最

多的主动偏股类爆款基金，其发行

份额达269.67亿份，四季度末份额

为123.72亿份， 成立以来净赎回

145.95亿份， 其中四季度净赎回

60.14亿份。

在爆款基金规模缩水的同时，

不少绩优老基金却获得投资者青

睐，规模持续增加，其中金牛基金尤

其亮眼。具体来看，由金牛基金经理

王延飞管理的东方红睿玺三年A，

四季度获得126.12亿份的净申购，

成为四季度老基金里的“吸金王” 。

由张坤管理的易方达蓝筹混

合， 四季度也获得83.97亿份的净

申购， 四季度末规模达236.22亿

份。 张坤一举超越广发基金刘格

菘，成为公募基金史上第一位在管

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超千亿的基

金经理。

此外，由金牛基金经理董承非

管理的兴全新视野也获得超50亿

份的净申购。

2020年四季度公募基金盈利8233亿元

●本报记者 余世鹏

天相投顾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

四季度公募基金共盈利8233.25亿元。纳入统

计的七大类基金中，除商品型基金外，其余六

类基金均实现盈利， 贡献最大的依然是权益

类基金。

其中，混合型基金以4872.79亿元的利润

规模排名第一，股票型基金以2231.05亿元的

利润规模排名第二， 这两类基金利润之和为

7103.84亿元，在四季度全部基金盈利中占比

达86.28%。 此外，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

QDII基金、FOF的四季度盈利分别为530.94

亿元、450.90亿元、114.08亿元、47.26亿元。

从具体产品看， 纳入统计的9939只基金

（不同份额分开统计）中，四季度有9919只基

金实现盈利。其中，有1402只基金盈利规模过

亿元，盈利规模在10亿元以上的基金则有141

只。招商中证白酒基金以126.28亿元的盈利规

模位居全市场第一， 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易方

达蓝筹混合、易方达中小盘、易方达消费行业

和景顺成长， 四季度的盈利分别为120.22亿

元、82.45亿元、73.87亿元、72.40亿元。

从公司口径看， 在纳入统计的142家基

金公司中， 四季度有141家公司旗下基金实

现盈利。其中，盈利规模在十亿元和百亿元以

上的分别有80家和22家。 具体看，易方达旗

下基金以755.63亿元的利润规模继续坐稳头

把交椅； 排名第二至第五位的分别是华夏基

金（490.75亿元）、汇添富基金（445.36亿

元）、 富国基金 （384.24亿元）、 广发基金

（368.50亿元）。

与2020年三季度相比，2020年四季度市

场赚钱效应有所回升，142家基金公司中有

134家公司旗下基金实现季度盈利增加。 比

如， 易方达基金旗下基金四季度盈利755.63

亿元， 较三季度的361.74亿元增加了393.89

亿元，增幅达108.89%。

值得一提的是，天相投顾数据显示，根据

2020年半年报、 三季报和四季报加总，2020

年全年公募基金盈利合计达到1.98万亿元，

逼近2万亿元， 属于公募基金行业历年盈利

最高值。其中，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利润

分为11384.11亿元和5047.01亿元，债券型基

金和货币型基金的利润分别为1406.29亿元

和1652.47亿元。

单家公司方面，2020年易方达基金旗下

产品以1599.95亿元的盈利规模位居第一，汇

添富基金则以1110.78亿元盈利位列第二，排

名第三的广发基金合计盈利达到1002.21亿

元。 此外，华夏基金、富国基金分别以979.73

亿元和940.61亿元的盈利规模， 排名第四和

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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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局：当前属于外资增配建仓期

●本报记者 彭扬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王春英22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根据外汇局统计，2020年

外资净增持境内债券规模1861亿美

元，年末余额达到5122亿美元。她说，

当前属于外资增配建仓期，外资流入

多一些；未来会进入稳定发展期。

王春英称，第一，境外央行等稳

健型投资者是持有境内债券的主力。

到2020年底， 境外央行类投资者持

有境内债券余额2637亿美元， 占比

为51%。 第二，外资投资表现出追求

稳定收益的特征。 第三，中国中长期

经济发展前景良好， 这是外资青睐

境内债券市场的主要原因。 中国金

融市场持续对外开放， 债券市场仍

然是相对稳定的外资投资渠道，全球

投资者也需要配置人民币资产。未来

外汇局会继续加强监测，持续开展结

构化分析。

王春英表示， 一个更有韧性、更

加成熟的外汇市场渐渐形成，未来外

汇市场将进一步巩固和呈现总体平

衡、双向波动特征。

在介绍2021年外汇局重点工作

时，王春英表示，一是继续推进资本

项目双向开放。 比如，开展跨国公司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继续推进

QDLP、QFLP试点， 扩大QDLP试点

范围， 完善QDLP投资报告制度，健

全常态化QDII额度发放。 另外，持续

推进外债登记管理改革，完善境外机

构在境内发行股票、 债券资金管理。

二是扩大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

三是支持区域开放创新和特殊区域

建设。 四是建设开放多元、功能健全

的外汇市场，支持金融机构推出更多

适应外汇市场需求的外汇衍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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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企业家座谈会时强调

保持必要合理的财政货币政策力度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1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

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 《政府工

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两个征求意

见稿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

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莫荣、东方证券邵宇、申洲国际马建荣、

树根互联贺东东、海螺集团高登榜等专

家学者和企业家发了言， 结合今年和

“十四五”发展，围绕促进就业、增强金

融政策有效性、开展国际合作、发展工

业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谈

了看法。 李克强同大家深入交流，要求

有关部门对提出的建议认真研究。

李克强说，去年，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

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国经济在世

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实现了正增长，

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人民群众

和市场主体作出巨大奉献，成绩弥足珍

贵、成之惟艰。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当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疫情还在

全球蔓延，世界经济仍十分艰难、处于

深度调整之中，我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挑

战不容低估，我们既要坚定信心，又要

持续攻坚克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把立足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贯穿到

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中， 尊重规

律，苦干实干，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李克强指出，要着力巩固经济稳定

恢复增长的基础，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

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继续直接面向市

场主体发展需求，保持必要合理的财政

货币政策力度，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克服困难、增强发展能力，同时合

理完善政策举措，为应对不确定性留有

余地，稳定市场预期，促进经济平稳运

行和持续健康发展。

李克强说， 要持续推进改革开放，

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 1亿多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基

础，要继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保障公平竞争，让市场主体

生存好、 发展好， 催生更多新市场主

体，提升活跃度。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对

就业的最大支撑作用， 改革完善劳动

力市场、人才市场、灵活用工市场，创

造更多公平就业机会。 创新理念和体

制机制，推动科技创新，顺应国际产业

发展趋势， 运用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

推动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优化升

级，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 着力在制度型开放

上迈出更大步伐。

李克强说，做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实现“十四五” 良好开局至关重

要。 各地区各部门要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认真谋划各项工作，增强责任感和

紧迫感，脚踏实地，奋发有为，扎实向长

远目标迈进。

孙春兰、胡春华、刘鹤、王勇、肖捷、

何立峰参加座谈会。

证监会：加强指数基金产品注册

及投资运作监管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22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证监会近日发布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

第3号———指数基金指引》， 自2021

年2月1日起实施。 高莉指出， 下一

步，证监会将按照《指引》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加强指数基金产品注

册及投资运作监管，推动指数基金高

质量发展。

《指引》共十三条，主要包括以

下三方面内容。

在产品注册环节， 强化管理人

专业胜任能力和指数质量要求。 一

方面， 明确管理人在人员配备、制

度、技术系统等方面的底线要求，压

实管理人在各业务环节的职责。 另

一方面，严控指数质量，以指数“市

场代表性强、流动性好、透明度高、

具备可持续性” 为目标，对指数成份

券选取、 指数编制等提出原则性要

求。 具体量化指标授权沪深交易所

制定配套实施细则予以明确， 增强

规则适用弹性。

在产品持续运作环节，聚焦投资

者保护与风险防控，强化产品规范运

作。 一是坚持指数基金被动投资定

位，规范非成份券等投资；二是按照

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健全指数成份

券出现重大负面事件的应急调整机

制，基金法律文件中明确指数编制机

构停止服务等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安

排，充分揭示潜在风险；三是为降低

投资者成本，明确新产品的指数使用

费由管理人承担；四是强调ETF及联

接基金运作的底线要求。

加强与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的

协同，提高监管有效性。 充分发挥沪

深交易所一线监管优势，强化交易所

在指数基金上市交易、标的指数具体

规范等方面的自律管理职责。

（上接A01版）做好金融反腐和处

置金融风险统筹衔接，强化金融领域监

管和内部治理。要将防腐措施与改革举

措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推进重点领

域监督机制改革，有针对性地补齐制度

短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纪国

法，自觉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带头

廉洁治家，从严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

作人员。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干部个人

事项报告情况核查。

习近平强调，要毫不松懈纠治“四

风” ，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

生蔓延。要深入开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教育，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把好

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

代。要坚持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对群众

反映强烈的公款吃喝、餐饮浪费等歪风

陋习露头就打、反复敲打。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要毫不妥协，全面检视、靶向

纠治，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树立重实

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督促全党担当

尽责、干事创业。

习近平指出，要持续整治群众身边

腐败和作风问题， 让群众在反腐 “拍

蝇” 中增强获得感。要坚决整治政法战

线违纪违法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推

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坚决打击黑恶势力

及“保护伞” ，决不让其再祸害百姓。要

紧盯党中央惠民富民、促进共同富裕政

策落实，持续纠治教育医疗、养老社保、

扶贫环保等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解决

好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让人民群

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使监督融入“十四五”建设之中。

要把监督贯穿于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

全过程，把完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机

制作为实施规划的基础性建设，构建全

覆盖的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党委（党

组）要履行主体责任，书记作为第一责

任人要敢抓真管，纪检监察机关要盯住

重点人重点事。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不断完善权力

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各种监督协

调贯通，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 要

充分发挥监督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推

动监督落地，让群众参与到监督中来。

习近平指出，纪检监察机关要带头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党的团结统一，围绕现代化建设大

局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

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各

级党委要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

担负起统筹纪检监察干部培养、 选拔、

任用的责任，选优配强纪检监察干部队

伍。纪检监察机关要接受最严格的约束

和监督，加大严管严治、自我净化力度，

针对自身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体

系的薄弱环节， 扎紧织密制度笼子，坚

决防止“灯下黑” ，努力建设一支政治

素质高、忠诚干净担当、专业化能力强、

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以优异

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赵乐际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充分肯定过去一年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 深刻

阐述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 强调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 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确保“十

四五”时期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讲话高

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遵循。 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

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

维护” ，认真落实全会部署，把严的主基

调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

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

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和

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

同志，军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

加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

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以及军队有关单位设分会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月22日

在北京开幕。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主持会议。 22日下午赵乐际代

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

题为 《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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