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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证券投资信托发行升温

信托公司发力私募外包服务

□本报记者 刘夏村

“上个月， 我们公司的证券开户

数翻了一番。” 近日，一位从事证券投

资业务的信托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感叹，随着三季度A股市场升温，其

公司的证券投资信托业务随之大增。

这并非个例，WIND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三季度共发行747只证券投资信托

产品，占比38.51%，成为去年以来的

最高值。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私募基

金目前愿意走信托这一平台，原因在

于信托公司可以提供配资、清算等外

包服务， 这一业务虽然费率不高，但

规模较大的话收入颇为可观。

证券投资信托发行升温

来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的统计印证了前述信托经理

的描述。《中国结算统计月报》显示，

9月信托新开A股账户453个， 较8月

的282个大增61%。 三季度信托累计

新开A股账户915个， 而二季度这一

数字仅为641个。

事实上， 信托A股开户数大增的

原因正是三季度以来证券投资信托发

行大幅升温。 据WIND的统计显示，今

年三季度共发行747只证券投资信托

计划，占比38.51%，达到去年以来的

最高值。而在尚未结束的10月，该类产

品的发行数量占比更是达到62.5%。

在三季度的证券投资信托产品发

行中，WINND统计数据显示， 发行数

量方面，前五名分别是中融信托、云南

国际信托、对外经济贸易信托、四川信

托、中信信托，发行规模前五名分别是

四川信托、长安信托、五矿国际信托、

重庆国际信托、华融国际信托。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信托公司

中，除诸如外贸信托、中信信托等传

统阳光私募发行“强队” 外，亦有四

川信托等“黑马” 涌现。 其中，三季度

四川信托阳光私募的发行数量为50

只，规模高达59.5亿元。而在去年全年

四川信托的发行数量为43只，发行规

模为39.6亿元。

据接近四川信托的人士透露，在

两年前该公司就开始布局证券投资

信托业务， 而今年三季度以来A股市

场向好则加速了这一业务的发展。 某

区域性信托公司一位证券投资业务

部门的信托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以前由于A股市场不景气，他们

部门业务甚少， 需要兼做房地产、基

础设施建设等信托业务，而三季度以

来，部门的业务量大增，现在他们单

做这一业务都忙不过来。

发力私募外包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之规定，经备案的私募基金可以

申请开立证券相关账户———这意味着

私募基金可以不用再走信托等平台就

能发行产品。数据显示，目前不少私募

基金仍愿意与信托公司进行合作。 业

内人士表示， 原因在于信托公司可以

为之提供配资、清算等外包服务。

例如， 此前外贸信托就与多家私

募基金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外贸

信托将为这些私募基金提供全方位的

外包服务。 前述证券投资信托经理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目前他们的客

户中有近20%为“大户” ，这些大户通

常先拿出一部分钱成立一只单一资金

集合信托计划， 在取得一定业绩并参

与排名后， 便依靠信托公司进一步为

其提供配资服务。

据信托业内人士透露， 目前信托

公司开展私募基金外包服务，如果只提

供清算等外包服务，其费率在千分之二

至千分之五之间； 如果还能提供配资，

费率则在千分之五至千分之八之间。某

中型信托公司高管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为私募基金提供外包服务属于事

务管理类业务，尽管费率较低，但如果

把规模做大，信托公司的利润就颇为可

观，这是一些信托公司积极开展此项业

务，并将之视为业务转型方向的重要原

因。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包括

外贸信托在内的多家信托公司已将私

募外包作为业务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区域监管与资金托管“提速”

P2P

行业发展有望“迈大步”

□本报记者 陈莹莹

随着P2P监管细则出台的日益临

近，P2P行业的资金托管业务受到关

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除第三

方支付机构外，不少传统商业银行也

开始涉足这一领域。 业内人士预计，

未来这一领域的机制将趋于完善，竞

争将愈加激烈。 中国银监会创新监管

部主任王岩岫此前明确表态，投资人

的资金应该进行第三方托管，不能以

存款代替托管，同时尽可能引进正规

的审计机制。

第三方支付PK银行

上周， 易宝支付发布首个P2P资

金托管移动平台。 汇付天下也对外宣

布， 接入其托管系统的P2P平台超过

300家。 易宝支付CEO助理兼互联网

金融行业线总经理许现良表示， 易宝

的资金托管移动平台采用双重认证标

准，对于用户来讲，一方面采取了实名

认证；另一方面，对于资金交易采用了

交易密码，个人账户的资金存入、提现

采用了手机短信认证的方式， 从而保

证了资金的安全性。 企业客户接入易

宝支付的资金托管平台， 年服务费用

为8万元/年， 而此次推出的资金托管

移动平台，年服务费会更加便宜，但具

体服务费用他并没有透露。

值得注意的是， 以往对于P2P资

金托管业务极为谨慎的传统商业银

行也抛出“橄榄枝” 。 10月15日，P2P

平台“中投全球” 与中信银行国奥村

支行签署战略协议，启动全面监管合

作。 根据协议，中信银行国奥村支行

将作为中投全球的资金监管银行，向

后者提供资金监管服务，保障投资人

的资金安全。 此外，中投全球还将在

中信银行国奥村支行开设“风险保证

金账户” 。 一旦银行发现该公司存在

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 非法证券买

卖、洗钱等行为，或者发生资金使用

违规行为，将有权冻结账户中的风险

保证金。

中投全球CEO于金源表示，这种

“引入银行对P2P平台资金进行全面

监管” 的合作方式，在国内P2P行业尚

属首次。 在他看来，P2P行业在经历初

创期和发展期后，目前已经步入狂热

期。 由于监管尚未明确，进入门槛低，

行业风险较高。 因此，P2P平台如果能

获得银行信用背书，有望赢得更多投

资人信任。 中信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

理刘泽云此前表示，中信银行已经重

新设定了托管业务的定义：“跳出托

管做托管，搭建平台促托管。 ”

同样在10月，拍拍贷宣布与长沙

银行达成合作，将“用户的资金归集

到长沙银行，形成一定程度的托管形

式。 ” 并由华安基金提供余额理财业

务。 苏州银行与点融网共同宣布将进

行深度合作，共建一个P2P平台。苏州

银行将成立专门从事P2P业务的事业

部， 而点融网将帮助该事业部搭建

P2P平台并提供技术服务。

业内人士预计， 未来P2P行业的

资金托管将成为核心竞争力之一。 易

宝近期调研结果显示，P2P投融资者

在选择P2P平台时， 首先看中的是账

户、信息的安全性；其次是完善的风

控体系及快速结算。 而P2P的收益作

为考虑因素仅排在第四位，这说明在

历经P2P平台跑路倒闭等投资阵痛

后，P2P理财者渐趋理性。

区域监管“发力”

在P2P行业监管细则尚未落地的

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监管步伐已然提

速， 这无疑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注入

“强心剂” 。

近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

记霍学文表示，未来北京网贷行业的

监管将以产品登记、信息披露、资金

托管三大原则为监管办法； 同时，北

京市金融工作局已经上线了首都金

融安全监测平台。 登记和舆情监控都

是出于监管机构对行业进一步深入

了解和监控，这对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和透明自律都有益处。

据介绍， 金融安全监测平台主

要是一个舆情监控分析预警系统，

将互联网舆情、 群众举报等数据集

合，通过文本分析、数据挖掘等方法

筛选出重点疑似问题对象， 对金融

安全进行重点盯防， 能够有效提升

监管机构对行业动态的及时掌握，

并通过科学的技术手段提升监管的

准确性和效率。

网贷之家首席运营官石鹏峰表

示，“登记和舆情监控都是出于监管

机构对行业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监控

的目的，这对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和透

明自律都有益处。 ”

利率决议将公布

贵金属风雨飘摇

□天誉金泰分析师 夏鹏宇

虽然埃博拉病毒入侵世界

金融中心纽约的消息， 一度引

发市场恐慌情绪升温， 风险资

产价格大幅波动， 但是美国三

大股指依然表现强势， 显示出

市场风险情绪依然高涨， 资本

由债券市场持续流出， 美国国

债六周以来首度出现单周下

跌。 而代表商品价格基准的彭

博大宗商品指数上周跌至5年

新低，原油、谷物、铁矿石、煤

炭、棉花均呈现“跌跌不休” 态

势，贵金属难以独善其身。

上周日，欧洲央行测试130

家大型银行的抗压能力，市场前

期认为40%的欧洲银行存在问

题， 甚至德意志银行也赫然在

列，银行股遭遇重创。 欧洲央行

或推行更为大胆的货币政策，缓

解当前危机， 如购买企业债，将

进一步打击欧元， 推升美元走

势。本周有美联储FOMC利率决

议，市场此前预测美联储是否会

在10月结束QE3， 美国近期经

济数据参差不齐，市场对于美联

储的货币政策走势不明，本次利

率决议或指引方向。本周四将公

布美国三季度GDP初值，市场预

期为3%，低于前值4.6%，若符合

市场预期，则显示美国经济依然

表现良好，市场对美股以及美国

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以及美联

储可能结束QE3的举动，都将继

续打击贵金属。

在西方世界定价权下的贵

金属， 走势远比我们想像的疲

软。 自2013年6月底企稳以来，

贵金属进入震荡区间运行，黄金

在1180美元/盎司至1430美元/

盎司运行，该区间的走势将类似

于1540美元/盎司至1790美元/

盎司区间，但是目前走势明显偏

弱，黄金已经连续测试3次1180

美元的底部关口，但是反弹的高

点逐渐降低，后期走势着实令人

堪忧。

更加令市场感到悲观的是，

最大的黄金ETF� SPDR上周大

幅减持11.06吨黄金， 目前为

2008年12月以来的最低持仓

量，大型基金看空贵金属，悲观

情绪蔓延。 天誉金泰认为，美联

储利率决议或稍显鹰派立场，结

束QE3，推升美元走势，贵金属

将持续承压， 黄金或继续下跌，

寻找底部支撑。

今年以来热门板块的收益惊人，计算机、

通信行业依然大热， 今年以来的累计收益率

超过30%； 电子行业也有今年以来26%的表

现，借助相关的行业ETF是投资TMT最为便

捷的方式。

作为TMT跨市指数产品，景顺长城中证

TMT150ETF集计算机、传媒、通信三大领域

于一体，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0月24

日， 计算机、 传媒、 通信市值占比分别为

35.1%、23.5%、18.2%，囊括众多互联网、云计

算、传媒等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为投资者提

供既可以捕捉短期行业机会， 也可以实现行

业轮动投资价值的工具。 TMT行业长期受益

于消费及产业结构升级，虽然2013年这些板

块已经有所表现， 但其所覆盖的行业在未来

经济发展中依然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投资空

间依然巨大，预计TMT行业类指数将维持震

荡向上的走势。 景顺长城中证TMT150ETF

以中证TMT150指数为标的， 包含了150只

样本股，行业属性明晰，成长性强，属于强周

期行业。值得一提的是，中证TMT150指数集

合了行业的优质个股， 今年以来指数中的计

算机、 传媒、 通信行业收益分别为54.16%、

43.05%、52.95%， 均比全行业平均收益高出

约20%。

同时，TMT150指数包含了歌尔声学、环

旭电子、立讯精密、安洁科技、德赛电池等多只

具有代表性的苹果产业链概念股，市值占比约

7%。 在已公布三季报业绩的苹果产业链公司

中，信维通信、立讯精密、歌尔声学、环旭电子

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分别为206%、86%、29%、

25%， 业绩靓丽。 根据万得数据显示， 截至

2014年10月24日，TMT150指数中的苹果产

业链股票今年以来的平均收益率为20.56%。

TMT行业的发展可期。 计算机行业的收

入稳定增长，其中以服务类业务的增长最快。

信息技术作为新兴经济增长点确定性高，成

长性强， 市场空间巨大。 从财务结构来看，

2014年计算机行业人工成本上涨的压力已

经减小，净利润增速重新超过收入增速；从行

业趋势来看， 计算机国产化替代也带来了大

量机会，长期空间较大。电子行业也由于近期

苹果产业链的热潮再次引起投资者的关注。

10月21日凌晨，苹果公司公布了第四财季及

全年财报，业绩超出市场预期。 数据显示，苹

果上财季营收达421亿美元，同比增长12%，

净利润85亿美元，同比增长13%，两项数据均

好于市场预期。苹果最新业绩超预期，新品的

发布也给产业链带来投资机会。

除了TMT150ETF， 景顺长城旗下还提

供其他不同行业ETF。 景顺长城基金致力于

成为国内最领先的ETF供应商， 依托强大的

外方股东旗下全球第四大ETF供应商Pow-

erShares的支持，凭借其专业的管理团队，近

年来在ETF业务领域努力耕耘， 目前已覆盖

小盘、中盘和大盘指数完整产品线，为投资者

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投资解决方案。 （林荫）

借道TMT� ETF� 分享科技的盛宴

点击景顺长城ETF专区网页查阅更多资讯

http://www.invescogreatwall.com/etf/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