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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黄金ETF共募集逾16亿元
基金业内首批黄金ETF业已发行结束，两
只黄金ETF共募集16.18亿元， 其中华安黄金易
（
ETF）首募规模为12.08亿元，有效认购户数为
9134户， 华安基金从业人员认购了100万份，占
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0.0829%； 同时国泰黄金
ETF募集了4.1亿元，有效认购户数为3767户。 此
外，华安黄金易（
ETF）的联接基金也将于7月24
日起正式发行。 （田露）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开债基
今起发行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基 （
基金代
码：000235）于7月22日起正式发行，投资者可通
过工行等代销渠道以及诺安基金直销中心、网
上交易系统等进行认购。 从基金合同看，该基金
创新性的引入了浮动管理费率机制。 在封闭期
内不收取固定管理费，而在封闭运作一年后，以
封闭期基金净值增长率为基础采取四档缓增式
阶梯收费模式。 （江沂）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今起发行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将于7月22日-8月16日期间全国发行，建设
银行、邮储银行、国都证券等各大银行、券商及
中欧基金网上直销中心均有销售。 该产品是中
欧基金旗下首只发起式基金， 也是国内公募基
支点式对称浮动管理费率”
金市场中首只采用“
的权益类产品。 （李良）

交银施罗德旗下交银定期支付月月丰债券
型基金已于7月19日起在全国发行，投资者可以
前往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各大银行、券商渠道
以及交银施罗德直销中心处认购。 该基金属于
二级债基，其创新核心在于引入了“
定期支付”
的机制。 （黄淑慧）

宜信普泽基金代销在线交易
正式上线运营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北京）有限公司基金代
销业务日前正式上线运营， 登录宜信普泽官网
（
www.yixinfund.com）， 注册后即可开展在线基
金交易。
据悉， 宜信普泽为包括宜信财富客户在内
的广大投资者带来了新的资产配置类别， 首批
合作的基金公司包括鹏华、博时、南方、汇添富、
富国等， 目前可以在线购买的主要是鹏华基金
旗下的19只开放式基金。 近期，宜信普泽网站还
会陆续增加10-15家具有良好市场口碑的大中
型基金公司分批上线。 此外，为庆祝网站交易
开通， 宜信普泽同期开展费率低至4折优惠活
动。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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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基二季度规模扩张
“
博尔特”效应凸显
□本报记者 曹乘瑜
Wind数据显示， 二季度指数
基金“
一只独秀”，在各类型基金的
份额规模均“
缩水”的情况下成功
“
扩张”，其中多只分级基金的净申
购增幅居前。 业内人士表示，二季
度分级基金能“
开疆拓土”的原因，
主要是6月市场暴跌给投资者带来
博尔特”预期。
的“

资源类分级基金翻番增长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二季度指
数基金的份额规模扩张6%，其中净
申购增幅前十名的指数型基金中，
有7只是分级基金， 份额增加比例
均在40%以上，其中，资源类的分级
基金表现出色， 鹏华中证A股资源
产业指数分级基金、银华中证内地
资源主题指数分级基金的份额扩
张超过100%。 除了资源类分级基

金，二季度规模扩张较多的分级基
金还有房地产类、 沪深300类等蓝
筹基金， 例如国泰房地产分级、信
诚300分级、鹏华300分级等，以及申
万中小板分级、 银华深证100分级
基金等中小板分级基金。
据悉， 分级基金的规模扩张主
要在6月份，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博反
弹。 Wind数据显示，自6月初至6月
24日， 上证指数大幅下跌12.2%，中
小板指跌幅达到14.7%， 沪深300下
跌16.7%，内地资源指数下跌24.7%。
业内人士表示，资源类股票暴跌，估
值已经非常低， 部分投资者认为稍
有刺激就将反弹，而分级基金B类带
有杠杆效应，因此参与意愿较高。
除了博反弹， 投资者还追求
整体溢价套利。 据了解，由于分级
基金的B类价格相对其净值的溢
价大幅提升，A类的折价则较低，
使得场内相较于场外出现整体溢

价，从而存在溢价套利的空间，再
次吸引投资者在场外申购母基金
份额，进入场内拆分套利。
此外， 投资者一旦从场外申
购，就很难再合并赎回，这也是基
金份额不断扩大的另一原因。招商
证券基金研究员张夏表示，将场内
子份额合并再从场外赎回的方式
有两个弊端：一是成本高，有一定
的赎回费用，场内交易只需要缴纳
交易佣金； 二是有资金到账的时
滞，例如T日合并，T+1赎回，但实
际资金到账可取则通常还要两天。

主题细分类分基有参与价值
随着融资融券等更多做空工
具、杠杆工具的出现，分级基金的前
途一度被质疑。 不过， 业内人士认
为，分级基金交易方便，不涉及信用
账户、 交易成本低， 未来很难被淘
汰，而主题类、窄基指数类分级基金

日后将成为受欢迎的分级基金种
类， 因为相对于泛市场指数的分级
基金，其弹性更大，杠杆效应更强，
更具有博尔特效应。
银华资源指数分级基金的基金
经理马君认为， 今年下半年A股将
以震荡为主，A类除了提供稳定的
收益外还具有期权价值， 机构投资
者可继续参与流动性较好、 隐含收
益率较高、 离下拆点位较近的分级
基金的A类， 也可以根据自己对后
市的判断决定是否参与B类博反弹。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
银华深100份额超过249亿份， 为目
前市场上规模最大的分级基金。
据了解， 参与到整体折溢价套
利需要一定的资金量来降低交易成
本，也需要很好的择时能力，因此参
与者主要是专业投资者，主要采用程
序化交易的手段。专业人士建议个人
投资者尽量少参与到B类投资中。

债基创新兼顾收益与流动性
□本报记者 常仙鹤

交银月月丰正在发行

金 基金周报
牛

债券基金在产品设计上的创新
日渐多样和精细化，继去年定期开
放债基获批发行以来， 浮动费率、
定期支付等类型的债基产品也相
继面世。 未能在产品创新中获得首
发优势的基金也开始注意在已有
的产品框架下植入一些独特的细
节设计。 凭借这些创新优势，债券
基金等低风险产品依然占据发行
市场主流。
业内人士指出，债券基金的封
闭设计能够提高基金收益，由于能
够兼具流动性和高收益的特点，基
金公司产品设计开始主打 “
定期”
的概念，这些产品有定期开放类和
定期支付类。

从定期开放到定期支付
定期开放债基自去年运作以来
已有一定的经验并且具有一定收益
定期开放” 作为债券基金的
优势，“
一种新类型正在迅速流行， 近期易
方达、华夏、嘉实、汇添富、南方等多
家基金公司密集发行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 根据银河证券数据，截至6月
25日，纳入统计排名的213只普通债
券型基金今年以来平均收益率为
2.4％，同期8只定期开放封闭式一级

债基今年以来平均收益率为4.37％，
近两倍于普通债基平均收益。
近期正在发行的易方达纯债１
年定期开放债基在流动性安排方
面进行了改进，除了一年的封闭运
作期之外，急需用钱的客户在每季
度都有一次赎回退出的机会。 易方
达基金介绍，定期开放的封闭设计
有利于债券基金提高收益。 基金在
封闭期内免受申赎影响，可降低流
动性管理压力，有利于投资；同时
可避免大额申购资金的涌入摊薄
原持有人利益；另外，与其他普通
开放式基金相比，定期开放债基由
于采取封闭运作，不必保留5%的现
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
券，可更充分投资，进一步增强投
资收益。
另外，博时、工银等基金公司正
在发行或即将发行的首批定期支
付类债券基金也引起市场的关注。
此类产品除关注投资收益外，力求
给投资者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基金
管理人将按基金合同约定的支付
周期， 根据约定的年度支付比率，
以定期支付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为
基准向基金持有人提供稳定现金
收入， 该机制不影响基金净值，只
是相应减少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
额数。

债基仍是发行主力产品
虽然今年债市受监管风暴和资
金面紧张局面的影响出现震荡，但
相比A股的风险， 低风险产品继续
占据基金发行市场的主流。
Wind数据统计显示，6月份基
金 市 场 整 体 募 集 规 模 为 397.04 亿
元，平均募集规模为14.18亿元。 其
中债券型基金的平均募集规模为
17.75亿元，股票型以及混合型基金
平 均 募 集 规 模 分 别 为 12.53 亿 元 、
7.86亿元。
据证监会近日发布的新基金审
批进度公示表显示，上周有8只新基
金获准发行，其中有7只都是定期开
放型债券基金，分别为长盛双月红1
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鹏华丰
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中邮创业
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富国祥利一
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申万菱
信一年期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基
金、 长信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基金、 富国睿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基金。
业内人士指出，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之所以受到市场追捧，在于债
券基金既可满足当下投资人偏稳
健的资产配置需求，“
定期开放”又
能在追求稳健的基础上增强收益。

光大保德信：

下半年投资
关注政策指向性
□本报记者 李良
展望未来，光大保德信基
金表示，下半年投资更要关注
政策的指向性，同时在改革中
寻找投资机遇， 短期关注地
产、金融、水泥板块结构性机
会， 中长期关注医药、 环保、
TMT和新兴高科技板块。
针对近期A股反弹， 光大
保德信认为，首先主要得益于
短期资金利率的下行和市场
对政策预期的变化。 如果在政
策中性的假设下，下半年市场
大的趋势仍然向下。 但是，下
半年市场很可能在政策的带
动下出现向上的拐点，出现一
波值得关注的趋势性机会。 从
大盘上来看，可以关注估值水
平已经较低的传统经济上市
公司，其中的优秀企业有望在
去产能过程中受益。 其次，代
表新兴经济的新兴成长型企
业在经过充分洗礼后，新龙头
和新蓝筹将逐渐浮出水面，具
有长期投资价值。 最后，稳定
增长中可能即将进入快速成
长期的医药和食品上市公司
值得关注。

诺安稳固收益——
—看收益再“
埋单”
□杨子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基， 借助其奖惩对称
的利益捆绑机制，在当前宏观经济复苏仍处于弱势、通胀
水平保持相对低位的局势下， 最大限度地为持有人获取
稳健收益，望成为弱市好基金。
对于投资者来说，省下来的即是赚到的。从成熟市场
数据来看，在中国基金蓬勃发展的十几年中，美国各类型
基金的管理费率逐年下降，而国内的费率一直未有变动，
基本维持在股票型基金为1.5%、指数基金是0.5%、债券
型基金为0.6%。 在股市黄金哀鸿遍野投资者叫苦连天的
局面下，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基实行浮动费率
制，打破了国内基金管理费“
旱涝保收”的局面，将管理费
与业绩回报相挂钩， 有利于激励管理人专注于基金业绩
的提升，为投资者与管理人创造最大收益。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基采取四档缓增式阶
梯收费模式，以4%的年回报率为分界点，奖惩对称。 若一
年封闭期后基金回报不到4%，则管理费为零4%~5.5%之
间收取的管理费为0.3%；5.5%~7%之间收取的管理费为
0.7%；而当基金回报大于7%以上时，最高收取1%的封顶
费率。这种逐档递增、上有封顶、奖惩对称的收费模式，将
管理人与持有人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 从而更有动力为
投资者创造更高收益。海外经验表明，采用浮动费率的基
金一年业绩平均高出固定费率基金约１％。
Wind数据统计，纯债基金自2004-2012年，连续九年
实现正收益，平均年化收益率为5.68%，尤其在债市向好
的2005-2008年间，平均净值增长率达到8%以上。 在业内
人士看来，纯债基金之所以不亏钱，主要源于其追求的是

低风险， 不受股市影响， 能为投资者带来相对确定性收
益，且抗波动能力强。首批浮动费率基金之所以从债基中
破题，也是看中其稳健的历史表现。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
期开放债基专注债券投资， 所投资的债券的信用评级均
在AA-以上，同时基金不直接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
等权益类资产，也不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和新股增发，
也不参与可转债投资，属于更为纯粹的“
纯纯债基”。另外
从宏观基本面来看，当前经济疲弱，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低
于市场预期，通胀压力不大，经济基本面整体上仍有利于
债券市场投资。
浮动费率，看收益，再“
埋单”，诺安稳固收益望成弱
市好基金。 欲在弱市中求稳的投资者可借诺安稳固收益
一年定期开放债基这一创新品种力争稳健收益。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