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港通推动亚洲资本进一步融合

沪港通今日正式开通。对此，

九泰基金总裁助理吴祖尧向记者

表示， 沪港通对未来中国资本巿

场属战略性利好, 还将有利于推

动亚洲资本进一步融合。

吴祖尧认为，沪港通将助推中

国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

（EM）。 未来预期的深港通，使得

明年A股入选MSCI的可能性大

增，按初期纳入5%比例计算，将给

A股带来百亿美元增量资金。

沪港股票交易机制顺应了资

本市场国际化发展趋势，将使沪港

两个市场连通，扩大两地股市的容

量和参与者范围，从而促进内地和

香港的共同繁荣，并有利于推动亚

洲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融合。 同时，

该机制还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

跨境使用，便利本地区贸易和投融

资活动，也是人民币跨境使用中一

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沪港通连接了两个市场，产

生了按市值计算全球第二大股市。

这给中国投资者提供了除房地产

和现金之外资产配置渠道。 ”吴祖

尧九泰基金表示。（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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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基金刘燕：

很难想象， 坐在记者对面这位知性、优

雅的女子， 基金从业经验已经有15年了，累

计服务机构客户达2万小时，刘燕，可以称为

基金行业的“元老” 级人物，却依然如此年

轻、美丽、时尚。 分析她作为职业女性的成功

秘诀，总结下来有两个，一是永远学习，二是

保持专注。

4岁半上学，15岁半上大学，在同龄人还

处于职场新人阶段时，刘燕已经积累了非常

丰富的经历，成为天弘基金机构产品部总经

理。 刘燕的职业生涯是幸运的。 1999年踏进

基金行业，当时进入了华夏基金，在那里工

作的12年，她见证了其成长过程。 2011年，为

了追求职业生涯的跨界布局，她由当时最大

的公募基金去了最大的私募公司做PE，从二

级市场跨入一级市场，也正好赶上了PE行业

大发展那两年。随后刘燕从PE公司出来自己

创业。 经过了短暂的创业经历，2012年，创业

激情仍然燃烧着的刘燕遇到了天弘基金总

经理郭树强。“当时跟郭总聊的时候，他说来

天弘的人都要抱着一种创业的心态过来。 ”

那时的天弘基金并不知名，公募基金的规模

不超过一百亿，对于加入天弘基金，刘燕并

没有纠结，因为她就是以创业的心态来加入

天弘基金的。 2012年10月刘燕加入天弘基

金，12月底余额宝项目立项，余额宝推出后，

天弘基金迅速成长为行业第一大公司。 很多

人羡慕刘燕的职业波段踩得非常好，从一家

当时最大的公募基金公司，去了一家最大的

PE公司，又经历了天弘基金的快速增长。

如果说职业波段踩得好与运气有关，那

么，刘燕在机构业务上的成功，主要取决于

她的勤奋和对工作的专注。 从2006年行业刚

刚获准为机构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一直到现

在，如果以每年250个工作日、每天8个小时

计算（实际上每天工作时间远不止8小时），

她已经专注于机构业务2万小时。

“我认为做业务还是要有专注进去的心

态，做了这么久，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面还

像新人一样。 做得久才能熟悉，熟悉才能跟

踪到市场形势和政策变化的过程，才能了解

机构客户投资需求的演变，为其服务的产品

从无到有，日臻丰富，就像看一本故事书，从

头看到现在，现在还不到高潮，更不是结尾，

未来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在天弘基金

十周年“走进天弘” 分享会上，刘燕与记者

分享，她对机构业务的第一个体会是，要有

比较长期的、 持续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第

二个体会是， 专户业务的变化非常的快，要

像新人一样、 时刻要抱着学习的心去面对。

“专户业务是一个挺时尚的行业， 以明星与

时尚的关系来类比， 我们也永远在追逐、研

究、甚至创造金融市场里机构领域最新的业

务形态，我们永远要思考，新的政策或市场

环境的变化，会给我们的机构客户，给我们

的专户业务带来哪些变化，哪些新的业务模

式又推出来了。 ”

加入天弘基金之后，刘燕又找到了机构

业务新的“时尚潮流” 。 天弘基金的专户业

务起步相对较晚，2012年近年底时， 才有了

第一单机构专户产品，然而天弘基金的专户

业务却发展非常迅速。 “一般情况下公司内

部推出一个新业务， 要沟通协调很多部门，

每个部门都会站在自己部门角度提出问题、

困难。 然而在天弘，我遇到最多的是，各部门

会提出建议，提供支持。 对新事物的分工上，

各部门的员工都很有主人翁的精神，这点让

我体会特别深。 ” 刘燕介绍，除了专户产品，

机构客户如果有公募基金的产品需求，天弘

基金的机构产品部也可以为机构客户定制

产品，为客户属性和投资偏好趋同的客户提

供符合其需求的公募产品。

“天弘的分工机制很好，只要认为市场

有机会，都可以做，不仅限于专户。 所以，我

们会把眼光看向整个大资管行业，任何一种

新业务形态或者业务模式，以及客户提出新

需求，我们都要做好研究准备，随时配合前

台业务部门去拓展业务。 ” 刘燕，这位永远站

在时尚前沿的美女笃定地说。

2万小时专注机构服务 站在专户时尚前沿的俏佳人

转债

B

笑傲牛市 收益完胜分级股

B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说起博反弹工具或利用杠杆

获取超额收益， 往往会想起分级

股基B类。然而在近期的牛市行情

中， 一个奇观出现—————分级债

基B类的表现竟然更胜一筹。数据

显示， 在10月28日以来的蓝筹行

情下，分级债B的价格涨幅竟然超

过所有分级股B，尤其转债类涨幅

更高。 业内人士提醒，转债B其实

是牛市行情下一个不错的 “博尔

特” 选手，因为牛市来临，部分转

债的股性飙升、人气旺盛，转债价

格也随之大涨。 而且分级债基和

分级股基相比杠杆通常更高，因

此更容易获得高倍收益。

分级债B成牛市新工具

11月10日和11日，银华中证转债

B在场内连拉两个涨停， 吸引了分

级基金玩家的眼光。自10月28日至

11月12日，多只分级债B涨幅惊人，

其中以转债类为主。 金牛理财网数

据显示， 同期银华中证转债B涨幅

近60%， 而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B

涨幅更是达到68.68%，此外还有东

吴转债指数分级B上涨40.54%。

相比之下， 同期被投资者们争

得头破血流的分级股B表现却

“矮半截” 。 数据显示，收益最高

的申万菱信证券行业分级B，价格

仅上涨40.49%。

实际上，从7月22日的反弹起

点以来，分级债B就处在上风。 债

B的冠军银华中证转债B涨幅达

88.1%，而股B冠军、申万菱信证券

行业分级B涨幅仅有68.97%，且后

者波动如过山车， 不如前者一路

向上，如遇调整也只是横盘调整。

分明是股市的牛市， 确是分级

债B更牛，可谓“奇观” 。对此业内人

士认为，表现出色的主要是转债类，

可转债的特点是， 在股票价格上扬

时，转债和正股波动会越来越同步，

比普通债券有更高的收益， 因此受

人追捧。 10月28日至11月12日，转

债B跟踪的中证转债指数就上涨

10.53%，高于大盘8.9%的涨幅。

数据显示，中证转债指数中，以

石化转债、 各类银行转债等为主要

成份，因此呈现出明显的蓝筹风格，

与近期的风格相符合，因此大涨。

除此之外， 分级债基还有另一

个特点， 就是杠杆要高于分级股

基。 根据证监会规定，分级债基的

初始杠杆最大能到3.33倍，而分级

股基的初始杠杆最大只能到2倍。

套利空间大

实际上，目前多只分级债B已经出

现明显的套利价值。 金牛理财网的

数据显示，截至12日，银华中证转债

B的溢价率达到8.64%， 而招商可转

债分级债券B的溢价率达到21.04%，

东吴转债指数分级B的溢价率达到

27.45%，可谓“秀色可餐” 。

然而，套利资金目前进入的却并

不多。 目前这几只B类的场内份额

增加的都不多，交易额也顶多只是

翻倍。 上述业内人士指出，究其原

因，是因为可转债的分级债基流动

性还较差，轻易能砸成跌停。 上述

几只分级债基中，场内份额最大的

属银华中证转债B，也仅有数百万

份， 套利盘或因此而担心一旦入

场，可能会“出不来” 。 而且，从场

外申购到场内拆分再到抛售，需要

T+3个交易日，这其中市场或有调

整，导致套利空间缩窄。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利

大诱人，另一方面，目前来看，牛市

远远没有结束，蓝筹股的估值修复

将随着沪港通开启、“一路一带”

等等利好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开启。

即使是遇到大盘调整，可转债的债

性增加，能获得持有债券至到期的

收益，比之正股有效控制了下行风

险。 因此，分级玩家们不妨将转债

类分级债B作为新工具， 尝试使

用。 而随着套利盘的涌入，可转债

的流动性必然会好转。

内地首批沪港通基金亮相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张昊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项重

大举措，沪港通今天正式开通。华

夏和南方基金同时推出的内地首

批沪港通恒生ETF产品将亮相。

据证监会官网最新披露的基

金募集申请核准进度公示表，证监

会于9月28日接收南方沪港通恒生

ETF的申请材料， 并于10月9日受

理该基金。 南方基金表示，南方恒

指ETF是业内首只上报、首只获受

理的沪港通基金，在时间进度上领

先行业。 另据悉，华夏沪港通恒生

ETF基金已于10月10日上报证监

会，并于10月16日得到受理，预计

将在近期获批。

南方基金表示， 由于沪港通天

然的制度和效率优势， 南方恒指

ETF基金产品有望实现比现有港股

QDII基金更高的运作效率。同时，如

果上交所沪港通系统未来进一步实

现整合和升级， 南方恒生指数ETF

的运作效率还有望进一步提升。

华夏基金也表示，为了让所

有投资者都能分享沪港通带来

的政策红利，并增强沪港通业务

的交投活跃度，华夏基金打造了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 目前沪股

通投资门槛达50万，而散户投资

者100元便可参与投资华夏沪港

通恒生ETF基金，因此这款产品

打破沪股通门槛，解决散户的入

围资质问题， 华夏沪港通恒生

ETF为散户打通了一条投资港

股的通道。

沪港通的开通也将为市场带

来新的投资机会，华夏基金认为，

可以关注两方面的投资机会：一

是低估值高分红的蓝筹板块。 沪

港通开闸以后，部分A股市场投资

者可能出于风险分散的考虑而偏

好配置港股中低估值高分红的蓝

筹板块。 二是内地稀缺的优质标

的， 尤其是A股较为稀缺的品种，

也将会吸引部分内地投资者。

金牛基金指数

调样以来涨逾10%

在沪港通正式成行的刺激之下， 上周以证

券、银行、保险等为代表的金融股大幅飙涨，带

动上证指数冲高并创近三年高位， 蓝筹指数也

普遍大涨。而前期表现活跃的航天军工、生物医

药、文化传媒、信息软件等题材股则遭遇估值调

整，盘面二八分化明显。

在此形势下， 样本基金整体风格偏向成长

的金牛股票20指数、 金牛偏股20指数分别下跌

2.27%、1.98%， 表现相对逊于同期沪深300指

数。 而据金牛理财网主动偏股型基金指数数据

显示，近一周其跌幅则为1.47%。 在5月1日将最

新一届的获奖金牛基金纳入评价范围并完成最

新的样本更换之后， 两条指数的累计涨幅则分

别达到13.07%、11.96%， 年内涨幅也分别达到

7.69%、6.24%。 （何法杰）

华泰柏瑞丰汇债基今起发行

华泰柏瑞公告称， 旗下第六只债券基

金———华泰柏瑞丰汇债基将于今起正式发行，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银行、 华泰柏瑞网上直销等

渠道认购。 资料显示，该基金除了信用债、利率

债等纯债品种外，还可投资可转债。

华泰柏瑞丰汇债券拟任基金经理陈东表

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经济增速水平有

所下降，且下行风险较大。今年前三季度GDP增

幅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 而物价水平也

长时间保持在低位徘徊， 这样的经济形势有利

于央行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环境。 因此未来应

该是投资债券及债券基金的好时机。（黄淑慧）

博时保证金实时交易型

货币基金今起发行

博时保证金实时交易型货币基金今起发

行。作为交易型货币基金，该基金可实现二级市

场股票投资与现金管理的无缝连接， 满足场内

投资者保证金理财的需求。

据介绍， 不看好股市欲卖出股票转投货币

基金的投资者来说， 即刻可在二级市场买入博

时保证金实时交易型货币基金， 并享受当日基

金收益；对看好股市欲退出货币基金，买入股票

的投资者， 则在二级市场卖出博时保证金实时

交易型货币基金后，资金即刻可用，可立即在二

级市场买入股票。 （黄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