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上支付宝“逆风车”

基金公司节前预演 “红包秀”

（主）

本报实习记者 徐文擎

去年“红包大战” 的火热场景

仿佛还记忆犹新， 今年离传统新春

佳节还有两个交易日， 基金公司也

跟随支付宝、 微信提前开始了红包

预热。不过与去年借微信“东风” 明

显不同的是，今年的“红包秀” 吸取

了支付宝首秀意外失利遭遇全民吐

槽的经验，在环节和奖品设置，以及

基金推广上更“讨民欢心” 。

搭上支付宝的“逆风车”

支付宝宣称到春节将发放6亿

元大红包，2月11号首日当天第一

波派发1000万元现金红包和3000

万元购物红包， 没想到十点场结束

后，朋友圈却哀嚎一片，现金红包不

少小于1元的， 购物红包中则有20

元餐饮代金券或5元海外旅游券。

早已被互联网商户“宠爱” 得“体

验至上” 的用户显然不满意这样的

战绩，调侃马首富花6亿请全民打地

鼠。

果然，上午刚过，就有基金公司

借着“吐槽” 支付宝的“逆风车” ，

给基民算了一笔“明白账” ，顺带推

出自家的高额红包。

华宝兴业微信公号趁着余热未

散，第一时间推出《还在支付宝“抢

红包” ？ 节前华宝添益“套利红包”

让你high翻天》，一句“有没有一

种收益，不用拼运气，也能获得媲美

打新的收益率？” 调动基民兴趣。原

来这不是简单的基金份额红包，而

是将高额套利机会“赤裸裸” 摆在

基民面前，可谓“进阶型红包” 。

文中明确指出春节前最后两个

交易日（2月16、17日）由于天量打

新资金解冻、 节前闲置资金蜂拥等

因素， 华宝添益基金价格飙高几率

大，如提前购买，届时卖出，套利收

益极有可能超越春节7天的货币基

金收益， 并以今年1月19日华宝添

益出现年化收益率超过38%的溢价

套利机会作为佐证。

“假设投资者1月19日参与华

宝添益的卖出申购套利 （卖出

511990，申购511991），步骤一，在

当日最高成交价100.200元卖出1万

份华宝添益； 步骤二， 之后即刻以

100元净值申购1万份华宝添益，则

可获收益包括卖出与申购的价差收

益、 申购下一交易日的华宝添益实

际 收 益 。 据 此 测 算 为

（100.200-100）*1 万 +1.

0296*100=2102.96元，折合年化收

益率为 （2102.96/2/100万 *365）

=38.38%。 ” 一位业内人士在朋友

圈中评论称，“这才是真金白银

啊。 ”

另外某理财平台更放“大招” ，

调侃“教某宝发红包” ，称只要在该

平台投资产品的用户，在活动期间，

每投一万元即可获得一个兑换码，

兑换码相对应着10元、20元、50元、

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的现

金红包，中奖率高达100%。

红包形式多种多样

除了上述“红包” ，天弘基金一

如既往发挥在手游上的优势， 推出

“摇一摇” 活动，只需关注天弘基金

微信服务号， 输入关键词 “摇弘

运” ，即可参与活动，奖品则包括小

米红米Note4G手机、万达影城电影

票和支付宝集分宝，环节简单、礼物

实惠，顺便推广了自家的服务号。

民生加银基金也顺势加入“战

局” ，推出最高金额达888元的抽奖

红包，并且每人每天均可抽一次，红

包将以民生加银现金增利货币基金

份额的形式发放， 中奖人需开通官

网直销平台账户领取红包， 并且要

求在直销平台账户预留的身份信息

要和抽奖填写的一致， 未开通直销

平台账户的用户需要在制定日期前

开户，方可领取。 业内人士称，此举

可谓提高用户黏性的一次“精准打

击” 。

去年春节过后，已有60余家基

金公司开通了微信公号， 并参与到

红包大战中，奖品包括基金份额、现

金红包、购物卡等，不一而足。 今年

的红包大战不仅从时间上更提前，

抓住合适时点积极“预演” ，从内容

上也更注重突出专业性， 甚至直接

摆出了实盘收益计算。 业内人士表

示，对于基金行业而言，投资业绩和

销售渠道是两架不容忽视的 “马

车” ， 在一个互联网风起云涌的时

代， 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营销方式需

要与时俱进和多元化。 在基民接受

信息越来越便捷、“货比三家” 观念

深入人心时， 更加考验基金公司的

网上运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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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渠道

期货渠道

基金销售遇冷

□本报记者 张洁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2月13

日，国内已获得牌照的4家期货公司中，3

家机构代销了26家基金公司的474只基

金产品。

“期货渠道销售基金收入仅是管理

费和提成。相比于券商、银行，其成本高、

竞争力弱， 这让期货公司的参与兴趣大

大降低。 ” 一位期货公司的资管部门经

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渠道销售冷清

Wind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包

括中国国际期货、中信建投期货、中州期

货、中信期货4家期货公司中，有3家代销

了26家基金公司的474只公募基金产品，

除中信期货外，上述期货公司分别与414

只、57只、3只公募基金签订代销协议。

其中，与中国国际期货作为其基金

代销渠道与签订代销协议的公募基金

公司最多，包括易方达、南方、摩根士

丹利华鑫、工银瑞信、广发、博时、国联

安等。 记者从中国国际期货官方网站

上了解到， 中国国际期货设置基金销

售的专用页面， 供投资者直接开设立

基金账户，购买基金产品。 而其余的2

家代销期货公司并无网络端口， 可以

购买基金产品。

据悉，自去年9月获得代销资格的中

信建投期货与汇添富、国金通用、中加等

几家大型公募基金公司旗下15只公募基

金与其签订了代销协议。 中州期货目前

则仅与德邦基金一家基金公司合作代销

基金。事实上，记者了解到，上述4家期货

公司在拿到基金销售牌照后， 业务发展

十分缓慢， 渠道售出的基金产品数量也

十分有限。

“期货公司在这一领域劣势已经决

定难以加入惨烈的市场竞争。 ” 分析人

士表示，毕竟市场客户资源相对较少，整

个市场的保证金规模只有200多亿元，除

非是个别对资产配置有要求的高净值客

户才有吸引力。否则，期货公司想依赖新

业务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仍需时日。

发展空间有限

在银行渠道占主流、 基金直销发力

和第三方平台奋起直追的背景下， 期货

公司的发展空间相当有限。

目前基金代销渠道已覆盖多个领

域，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从公募基金的

销售渠道看，银行依然是基金销售的主

力，占70%以上的份额，基金管理公司

直销占20%左右，其他销售机构共分剩

下的10%。 除传统销售机构外，新兴互

联网平台为主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

获得大发展。

其实， 期货公司早在2013年6月1

日起， 已获证监会批准可参与基金销

售业务，但一直以来，期货公司都以冷

淡回应。 期货公司人士告诉记者，基金

销售系统落地成本约在50万元以上，

外加运营和维护成本， 渠道建设费大

约需80万至100万元。 这对于一家中等

规模的期货公司来说， 仅代销基金的

成本回收期都要一两年， 那么小规模

的期货公司对基金销售毫无兴趣就再

正常不过了。

对于积极争取基金销售牌照的几家

期货公司来说，业内人士分析，其目的多

是期货公司为了拿到“全牌照” 。初衷是

向客户提供基金等更多类型的理财产

品， 借此进一步提升期货公司的综合竞

争实力和服务能力。 但在激烈的基金销

售市场中分食蛋糕，对期货公司来说，谈

何容易。

节前股基发行独领风骚

货基借直销抢长假班车

□本报记者 常仙鹤

“去做个营销段子在朋友圈推广一下。 ” 在牛

市预期下，即便是临近春节，基金公司营销团队仍

在坚持奋战。 从最近的情况看，节前一周，基金公

司营销的重点聚焦于两方面， 一是为捕捉年后建

仓机会而加紧营销偏股型基金， 二是推广可以享

受假日收益的货币基金。

节前股基平均首募达21亿

在股市赚钱效应的刺激下， 基金公司偏股型

基金销售迎来 “暖春” 。 从近期的新基发行市场

看，偏股基金独领风骚，而在这些偏股基金中，关

注“转型改革” 和“新常态” 的主题基金又占到绝

大多数席位。 业内人士称，2015年以来，市场震荡

加剧，但在牛市预期的大背景下，调整就是机会，

基金公司加班加点发行新基金， 或许是为捕捉年

后建仓的良机。

上周在售的17只基金中， 除华商稳固添利债

券基金和兴业年年利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两只固定

收益产品外，其余15只基金为偏股混合基金，其中

10只产品聚焦于改革和新常态， 他们分别是天弘

云端生活、华安物联网、工银战略转型、长城新兴

产业、泰达改革动力、嘉实企业变革、易方达新经

济灵活配置、易方达创新驱动灵活配置、中银新动

力、上投摩根安全战略。

截至2月13日，上周有3只新股基宣告成立，分

别是易方达创新驱动、 嘉实企业变革和中银新动

力，其中，易方达创新驱动募集期为1月22日至2月

11日，首募规模为16.72亿元；嘉实企业变革募集

期为1月26日至2月10日， 首募规模为18.25亿元；

中银新动力募集期为1月22日至2月11日，首募规

模为29.76亿元。 3只新成立股基平均首募规模为

21.58亿元，募集期均不到一个月。比去年1到11月

份的偏股基平均首募规模都要高， 仅低于去年12

月的平均首募规模。考虑到长假因素，业内人士预

计，年后偏股基的首募规模有望继续走高。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未

来中国经济要从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 通观近期发行的新基金，聚焦新兴产业、“一

带一路” 、国企改革等创新主题的产品越来越多，

而市场上受欢迎的基金也是这一类。另外，2015年

新股将密集发行，为基金带来打新机会。据国泰君

安证券统计，1个月内新股相对发行价的绝对涨幅

在200%至300%，收益非常可观；预计2015年新股

发行将达到240家至350家。 目前，上市的新股发

行市盈率大多都低于行业的平均市盈率， 盈利空

间较大，大多数新股上市后出现连续涨停局面。

货基直销节前申购不停

虽然节前不少货币基金已经发布了暂停申购

的公告， 但在电商平台营销人员却要坚守到最后

一刻。货币基金可以充当资金临时中转站，节假日

“生财” 不休，相当于另外领个春节红包。2月9日，

包括南方、易方达、华安、华富、长盛等公司已经宣

布即将暂停旗下货基申购业务。 易方达天天理财

货币基金公告显示， 从2015年2月16日起暂停该

基金在全部非直销销售机构的申购和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在直销机构包括直销中心和网上交易的

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却可以照常办理。 截至2

月13日，该基金七日年化收益达6.041%，每日万

份收益1.8566元。

值得注意的是， 只有在2月16日下午3点前买

入该货币基金才能享受春节长假收益。 这是因为

长假期间， 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对象均处于暂停

交易状态， 在长假休市前仅有的短短几个交易日

内，市场上投资对象有限，基金管理人很难在短时

间内将大量集中进入的现金进行有效配置。 而根

据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

问题的通知》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

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因此，如果节假

日前的短时间内， 有大量资金集中申购货币市场

基金， 就可能会造成新申购的资金摊薄原货币基

金持有人收益的现象。因此，长假前货币市场基金

一般会采取暂停申购的措施， 是出于对已有基金

持有人利益的保护， 以公平对待新老投资者的一

种措施。 投资者要申购货币基金要提前。

搭上支付宝的“逆风车”

支付宝宣称到春节将发放6亿元大红包，

2月11号首日当天第一波派发1000万元现金

红包和3000万元购物红包， 没想到十点场结

束后，朋友圈却哀嚎一片，现金红包不少小于

1元的， 购物红包中则有20元餐饮代金券或5

元海外旅游券。早已被互联网商户“宠爱” 得

“体验至上” 的用户显然不满意这样的战绩，

调侃马首富花6亿请全民打地鼠。

果然，上午刚过，就有基金公司借着“吐

槽” 支付宝的“逆风车” ，给基民算了一笔

“明白账” ，顺带推出自家的高额红包。

华宝兴业微信公号趁着余热未散，第一

时间推出《还在支付宝“抢红包” ？ 节前华

宝添益“套利红包” 让你high翻天》，一句

“有没有一种收益，不用拼运气，也能获得

媲美打新的收益率？ ” 调动基民兴趣。 原来

这不是简单的基金份额红包，而是将高额套

利机会“赤裸裸” 摆在基民面前，可谓“进

阶型红包” 。

文中明确指出春节前最后两个交易日

（2月16、17日）由于天量打新资金解冻、节前

闲置资金蜂拥等因素， 华宝添益基金价格飙

高几率大，如提前购买，届时卖出，套利收益

极有可能超越春节7天的货币基金收益，并以

今年1月19日华宝添益出现年化收益率超过

38%的溢价套利机会作为佐证。

“假设投资者1月19日参与华宝添益的

卖出申购套利（卖出511990，申购511991），

步骤一， 在当日最高成交价100.200元卖出1

万份华宝添益；步骤二，之后即刻以100元净

值申购1万份华宝添益，则可获收益包括卖出

与申购的价差收益、 申购下一交易日的华宝

添益实际收益。 据此测算为（100.200-100）

*1万+1.0296*100=2102.96元， 折合年化收

益率为（2102.96/2/100万*365）=38.38%。”

一位业内人士在朋友圈中评论称，“这才是

真金白银啊。 ”

另外某理财平台更放“大招” ，调侃“教

某宝发红包” ， 称只要在该平台投资产品的

用户，在活动期间，每投一万元即可获得一个

兑换码， 兑换码相对应着10元、20元、50元、

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的现金红包，中

奖率高达100%。

红包形式多种多样

除了上述“红包” ，天弘基金一如既往发

挥在手游上的优势，推出“摇一摇” 活动，只

需关注天弘基金微信服务号， 输入关键词

“摇弘运” ，即可参与活动，奖品则包括小米

红米Note4G手机、万达影城电影票和支付宝

集分宝，环节简单、礼物实惠，顺便推广了自

家的服务号。

民生加银基金也顺势加入“战局” ，推出

最高金额达888元的抽奖红包，并且每人每天

均可抽一次， 红包将以民生加银现金增利货

币基金份额的形式发放， 中奖人需开通官网

直销平台账户领取红包， 并且要求在直销平

台账户预留的身份信息要和抽奖填写的一

致， 未开通直销平台账户的用户需要在制定

日期前开户，方可领取。 业内人士称，此举可

谓提高用户黏性的一次“精准打击” 。

去年春节过后，已有60余家基金公司开

通了微信公号，并参与到红包大战中，奖品

包括基金份额、现金红包、购物卡等，不一而

足。 今年的红包大战不仅从时间上更提前，

抓住合适时点积极“预演” ，从内容上也更

注重突出专业性，甚至直接摆出了实盘收益

计算。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基金行业而言，投

资业绩和销售渠道是两架不容忽视的 “马

车” ，在一个互联网风起云涌的时代，互联网

金融产品的营销方式需要与时俱进和多元

化。 在基民接受信息越来越便捷、“货比三

家” 观念深入人心时，更加考验基金公司的

网上运作能力。

搭上支付宝“逆风车”

基金节前预演红包秀

□本报实习记者 徐文擎

去年“红包大战” 的火热场景仿佛还记忆犹新，今年离传统新

春佳节还有两个交易日，基金公司也跟随支付宝、微信开始了红包

预热。不过与去年借微信“东风” 明显不同的是，今年的“红包秀”

吸取了支付宝首秀意外失利遭遇全民吐槽的经验， 在环节和奖品

设置，以及基金推广上更“讨民欢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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