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子公司弯道超车

基金公司资管版图生变

□

本报记者 黄丽

虽然子公司业务开展时间不足三年，但

由于业务范围较为广泛， 利润增长更加迅

速， 这块业务正逐渐被部分基金公司倚重，

“母凭子贵” 的现象日益普遍。 基金业协会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基金子公司资管规模

总量已经达到6.07万亿元，逼近公募资产规

模。 其中，已有27家基金管理公司的子公司

业务规模占比在50%以上，部分基金管理公

司在资管业务总规模的排名迅速上升。值得

注意的是，一些成长较为迅速的子公司正从

利润空间越来越稀薄的通道业务转型，进军

资产证券化业务和新三板、定增、打新等主

动管理业务领域。

大资管格局悄然生变

近日，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全国基金管

理公司资管业务总规模排名。深圳一位业内

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这是行业首度

将公募资产、专户、基金子公司等业务进行

合并排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大资管时代基

金管理公司的资产管理能力。“过去公募基

金管理公司往往定位于普惠金融，忽略了高

净值客户人群的理财需求，但在未来，两者

结合将是基金管理公司的发展之道。 ”

从总体规模来看， 子公司与公募业务

可谓并驾齐驱。 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共有基金管理

公司97家，其中合资公司46家，内资公司51

家； 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7

家，保险资管公司1家。 以上机构管理的公

募基金资产合计7.11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

是，6月底时， 发展仅有两年半的基金子公

司资管规模总量已经达到6.07万亿元，逼

近公募基金资产规模。 同期公布的基金公

司专户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6月底，93家基

金公司的专户规模共计2.93万亿元。 基金

子公司的资管规模目前已经是母公司专户

总规模的2倍有余。

由于子公司业务突飞猛进，部分基金管

理公司的资管业务版图迅速扩张，改变了原

有的竞争格局。 在公募资产排行榜上，招商、

博时等基金公司原本处于前十名开外的位

置，民生加银、平安大华也都属于中小型基

金公司， 但均凭借子公司业务实现弯道超

车。 基金管理公司资管业务总规模数据显

示，天弘基金以9479亿元的总规模排在各大

基金公司第一位。 招商、工银瑞信、民生加

银、 华夏则分别以7487亿元、7310亿元、

6956亿元、6402亿元的规模名列第2至第5

位。嘉实、易方达、鹏华、平安大华、博时也跻

身前10，资产总规模分别为5899亿元、5750

亿元、4962亿元、4703亿元、4643亿元。

子公司业务纷纷步入转型期

在公募基金业艰难地拓展新业务时，子

公司业务已经迅速成为基金管理公司的利

润增长来源。 在公募基金行业曾有三年难盈

利的魔咒，但已有基金公司凭借子公司业务

实现首年盈利的神话，在一些大中型基金公

司中，子公司的盈利甚至已经超越母公司。

一直以来，基金子公司最主要的业务是

通道业务，银行系基金公司得益于股东方资

源雄厚，业务规模增长尤为迅速。 所谓通道

业务， 是指机构没有主动进行项目开发、产

品设计、交易结构安排和尽职调查等风险控

制措施，只是单纯借出通道，公司收取通道

费。 通道业务虽然回报率低，但是对提升管

理规模作用极大。 据了解，目前民生加银资

产、招商财富和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的存续规

模都超千亿体量。

北京一家基金子公司相关人士表示，通

道业务确实曾给子公司的规模带来很大的

增长，但如今通道业务的利润薄，风险大，去

年各家基金子公司都在刻意弱化通道业务，

把重点放到主动管理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

之中。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大成创新资

本、招商财富、天弘基金子公司、前海开源资

管等多家基金子公司于今年将新三板业务

作为发力方向，目前已有多只新三板产品相

继成立并开始运作；招商财富、南方资本等

子公司已经获得QDIE资格， 并成立相关产

品；平安大华汇通财富、民生加银资管、南方

资本等基金子公司也已经发行一些资产证

券化业务的产品。

广发基金推亚洲首只

追踪MSCI中国A股ETF在港交所上市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亚洲首只跟踪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

的ETF花落广发基金。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旗下子公司———广发国际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日前推出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

ETF， 该基金已于7月29日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主板挂牌上市。

广发国际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ETF

为海外投资者提供了低成本投资A股蓝筹

股，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 广发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伟指出，近期A股非

理性下跌， 对内地宏观经济基本面影响不

大，国家队救市已显成效。 广发国际上市亚

洲首只追踪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的

ETF， 是广发国际业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搭建起全球投资者和A股市场之间的投资

通道，有利于国际投资者更全面、灵活的建

立资产组合。

广发国际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

ETF， 将运用基金经理的RQFII额度直接

投资于A股。 作为ETF，该基金投资目标

旨在紧贴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的表

现，采用全面复制策略，按照组成指数的

成份股在指数内的大致相同比重，将基金

的所有或者绝大部分资产直接投资于成

份股。 同时，不超过资产净值5%的资产，

可以投资于出指数成份股以外的证券、货

币市场基金、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等。 该基

金不投资于结构性存款、产品或工具等衍

生工具。

该基金追踪的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

于去年六月推出， 被视为MSCI新兴市场指

数纳入中国A股前的先导者。 截至2015年7

月6日，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前十大重仓

股权重约为16.85%，分别为：中国平安、中国

中车、招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

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贵州

茅台。 以上均为A股。

MSCI指数是全球投资组合经理中最

多采用的基准指数。 根据MSCI估计，在北

美及亚洲， 超过90%的机构性国际股本资

产是以MSCI指数为基准，截至2014年底，

全球共计超过9万亿美元的资产以MSCI指

数为基准。

博时将推中证银联智惠大数据100指数

□

本报记者 黄丽

由博时基金携手中国银联旗下银联智

惠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共同推出的中

证银联智惠大数据100指数将于8月24日正

式发布。

银智100是在中证全指的基础上，基

于银联智惠提供的消费领域总体趋势统

计数据进行加工分析，并结合博时基金的

量化选股模型综合开发的细分指数。 该指

数综合财务因子、市场驱动因子、行业大

数据因子和其相应近期及长期历史表现

之间的相关性作为加权依据， 对这三类

因子得分进行加权计算， 得到股票的综

合得分， 评分最高的100� 只股票作为样

本股。

资料显示， 该指数以2010年12月31日

为基日，以该日收盘后所有样本股的调整市

值为基期，以1000点为基点。数据显示，自基

日以来到2015年7月1日，银智100等权重累

计收益率为300.84%， 年化收益达69.31%，

历史模拟业绩表现较好。 业内人士表示，包

括银智100在内的首批银联卡消费大数据指

数的发布，将让海量的银联卡消费数据首次

得以直接为证券投资提供数据支持，也填补

了我国细分指数和策略指数市场体系中的

空白。

证券B端今日上市交易

□

本报记者 黄丽

融通证券分级基金（161629）发布上市

公告称， 融通证券分级子份额证券A端

（150343）、证券B端（150344）将于8月3

日登陆深交所。至此，证券分级基金扩容至7

只，成为全市场拥有分级基金最多的主题。

融通证券分级A份额的约定收益率是

“一年定期存款利率+4%” ， 这是市场上

第二只“+4%” 的证券分级产品，高于目

前市场上主流的 “一年定期存款利率

+3%” 的收益率。 一般而言，A份额约定收

益率越高，B份额的杠杆率越高，上市后融

通证券分级的整体溢价率越高，有利于资

金套利。

值得注意的是，7月28日，深交所发布了

9只分级基金可能发生下折的提示性公告，

其中4只证券分级基金面临下折风险。 证券

B端上市后，不仅距离下折空间较大、而且具

有初始2倍杠杆，这意味着证券B端是进可攻

退可守的品种。

融通中证证券分级基金经理何天翔向

记者表示，投资者如果继续看好市场，证券

板块可以现在配置， 其原因一是行业业绩

好，二是行业有改革和政策驱动，三是前期

“救市” 资金申购蓝筹ETF，已经为券商股

做了“背书” 。

华商信用增强债基6日起售

目前股市震荡呈现出较大不确定性，促使期债

缓慢反弹行情持续，债市慢牛行情重启，债基配置价

值随之显现。 据悉，华商基金于8月6日再推稳健理

财工具———华商信用增强债券型基金，该基金是其

旗下第二只“增强”特性的债券基金，投资者可通过

华商基金直销中心及网上交易系统，中国建行等各

大银行、券商机构认购，提升资产篮的安全系数。

公开资料显示，华商信用增强债券基金专注于

债市投资，投资对象以信用债券为主。 展望未来债

市配置前景， 华商信用增强债券基金拟任基金经

理刘晓晨指出，2015年第三季度货币供应同比增

速有望企稳回升，资金面将出现明显好转，短期利

率将开始回落，有望到前期低点。长端利率依然受

到供给较多的影响，预计会出现明显的区间波动，

但整体机会不多。 （刘夏村）

国泰央企改革基金

今起发行

国泰基金将推出国内第一只央企改革主动管

理型股票基金———泰央企改革股票型基金， 该基

金将于8月3日正式发行。

此次国泰基金在国企改革的大潮中紧抓央企

改革的先锋效应， 率先推出第一只央企改革主动

管理型股票基金。看好央企改革板块的投资者，不

妨借道该基金把握投资机遇。 国泰央企改革拟任

基金经理邓时锋是业内仅有几位从业经历超过15

年的基金经理。 （徐金忠）

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基

今日上市

华泰柏瑞基金日前发布公告称， 旗下的华泰

柏瑞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于8月3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二级市场交易代码为511830。

据了解， 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投资

范围与普通货币市场基金基本相同， 主要为安全

性较高的通知存款、 短期融资券、1年以内 （含1

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 上市后，该产

品可进行T+0交易，支持日内回转，具有较强的流

动性和避险功能。

分析人士认为，近日来震荡的A股市场，加之

IPO暂停、国债逆回购收益率走低，使场内货基迅

速蹿红， 巨量的场内资金正源源不断地涌入此类

产品避险。

值得一提的是，场内交易型货币基金不仅具有

货币基金风险低、流动性强、收益稳定的特点，还能

帮助投资人实现现金管理与股市的无缝对接： 投资

者在二级市场上当天买入，当天计息；当天卖出资金

立马可用，即可购买股票。 同时，场内交易不仅免印

花税且多家券商可免交易佣金。（黄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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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中证500ETF

今起发行

当成长股遇上了股指期货，成为了ETF跟踪的

主流选择之一。易方达基金公司紧跟股指期货，新布

局的中证500ETF产品将于8月3日起公开发行。

Wind统计显示, 截至7月21日的自由流通市

值平均为81亿元， 中证500指数2015年预计盈利

增速为48.59%，具有中小盘、高成长性的特征。 与

此同时，中证500指数的静态估值水平约为50倍，

估值和波动率均高于沪深300指数。

易方达中证500ETF紧密跟踪中证500指数，

最高股票仓位100%， 由于中证500股指期货已经

上市交易三个多月，易方达中证500ETF未来将有

多种期货与现货之间的套利或交易模式， 可通过

做多或做空易方达中证500ETF和做空或做多中

证500股指期货的方式实现。

据介绍，易方达基金在指数量化投资方面实力

雄厚，2015年6月底拥有800多亿指数量化投资规

模，已拥有深100ETF、沪深300ETF、创业板ETF、

非银ETF、 上证中盘ETF、H股ETF等诸多ETF产

品，此次新布局中证500ETF后，易方达旗下ETF乃

至指数产品线更加丰富，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指数化

投资产品选择。 从市场分布来看，中证500指数在沪

深两市的分布均匀，分别占50.97%和49.03%，其中

深市部分的中小板、深市主板和创业板分别占中证

500指数的23.89%、20.68%和4.42%。（常仙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