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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QFII机构7月资产缩水42亿美元

□

本报记者 李豫川

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政

府全球养老金（Norwegian� Government�

Pension� Fund� Global） 首席执行官尹格

韦·斯林史塔德8月27日表示， 该基金在今

年7月的净值损失超过了5%。 以该基金目

前的总资产约8300亿美元计, 仅仅在7月

份,挪威主权基金的净资产就“蒸发” 超过

了42亿美元左右。

受累A股大跌

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由挪威中央银

行的投资管理公司负责管理， 资金主要来

源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产生的外汇盈余。

该基金规模目前已经超过阿联酋阿布扎比

投资局，成为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其

所有投资均在挪威国外。

尹格韦27日表示，该基金今年7月遭受

的净值回撤与中国A股市场近期震荡所引

发的恐慌抛售有关；此外，人民币汇率近期

的贬值、 美联储可能加息都对瑞典克朗汇

率带来巨大压力， 这在过去20年里都是极

其罕见的。 他认为，中国A股市场与全球资

本市场的震荡也间接地表明， 中国经济向

以消费驱动为主的结构转型有多么艰难。

尹格韦说， 挪威主权基金在2015年遇

到的情况很特殊， 包括汇率和油价暴跌。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肯定会对全球

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

尹格韦说：“我们收集了一些有关当前

中国微观层面的经济信息， 但对其宏观经济

环境理解不够。 中国在过去保持了长期的高

速增长，这对我们这只基金过去20年里的增

长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者。 ”他同时表示，

中国急需转向更多以消费驱动为主的经济增

长模式，这种转型肯定会面临诸多挑战。

此前， 挪威主权基金8月19日公布的

2015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 该基金三年来

首次出现了季度性亏损约87亿美元。 由于

全球债券市场表现不佳， 该基金今年第二

季度的净值损失为0.9%， 其中权益类投资

损失0.2%，固定收益类投资损失2.2%�但在

房地产方面的投资实现收益2.0%。 相形之

下，在2015年第一季度，挪威主权基金实现

的净值增长为5.3%。

尹格韦也为该主权基金的投资策略进

行了辩护， 他认为将基金总资产的60%投

入全球各地的股票市场是合理， 该基金在

固定收益和房产市场的投资比例分别为

35%和5%。 他说：“我们不能为了规避风险

而将所有的资产转回银行存款， 我们必须

要投资那些有风险的资产， 包括世界范围

的债券、股票和房地产。 ”

继续加仓中国

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和香港金管局目

前是拥有A股市场QFII额度最多的两家机构

之一，高达25亿美元，其在A股的投资表现亦

非常活跃。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28日，挪

威主权基金持有55家A股公司的股票。

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2006年10月24

日获得QFII资格， 在2008年1月24日获配

QFII额度后， 该基金迅速参与A股市场投

资。 它于2008年中报第一次出现在华天酒

店、苏州高新、华微电子、华联股份等4只A

股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

对于中国A股市场，尹格韦认为，2015

年第二季度， 中国股市的表现是历史最好

的时期之一。 当前市况并不表明中国将陷

入停顿，不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遭遇如此

大幅度的股市调整， 即便是中国这样大体

量的经济体也是头一次碰到。

尽管如此,�尹格韦一直认为，挪威主权

基金在中国的股权配置还非常低，并努力通

过争取更多的QFII额度的方式扩大投资规

模。他认为投资中国就是分享更多全球经济

增长的重要途径。 经过多年的游说，该基金

终于在2015年初获准将其在中国A股市场

的投资限额从原来的15亿美元提高到了25

亿美元。

2014年， 挪威主权基金投资总额的

1.8%用于中国股市投资， 该基金最新披露

的二季报指出， 目前该基金在股票投资当

季收益最大的两个市场来自中国和英国股

市。 截至6月30日，该基金今年第二季度在

中国股市表现强劲，实现资产增值9.2%，在

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已达该基金权益类投

资的3.2%。 如果以该季报中权益类投资占

62.8%的比例计算，目前该基金在中国A股

和香港股市的规模约167亿美元。

挪威主权基金今年第二季度参与了47

只新股IPO， 其中包括6月26日在香港上市

的家居服务商红星美凯龙 （1528.HK）的

IPO申购。 此外，该基金第二季度还增持了

部分中国国债。

新基发行遇冷 保本基金受热捧

□

本报记者 黄丽

由于市场持续巨幅震荡， 偏股型新基

金的发行也始终未从寒流中走出。 Wind数

据显示，截至8月30日，8月可统计的新基金

（分级基金合并计算，A/B/C分开统计，包

含联接基金） 共有54只， 首募规模达到

240.07亿份，平均发行4.45亿份。 新基金认

购情况依旧惨淡。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低迷的市场上，

保本基金受到投资者热捧。 此外，据中国证

券报记者了解， 部分基金公司已经调整新

基金发行计划， 准备推出风险相对较低的

绝对收益基金。

新基发行依旧艰难

A股近期动荡仍然比较剧烈，在此背景

下，基金尤其是新基金发行，一反之前动辄

上百亿元、一日售罄的盛况，甚至到了举步

维艰的地步。 由于市场没有企稳迹象，8月

份的新基金发行状况还是不容乐观。

根据Wind数据统计， 截至8月30日，8

月份成立的新基金 （分级基金合并计算，

A/B/C分开统计， 包含联接基金） 共有54

只，募集总规模为240.07亿份，平均每只新

基金首募规模为4.45亿份。 截至目前，8月

份募集规模超过10亿份的新基金仅有4只，

即国投瑞银进宝保本混合、永盈量化、汇添

富民营新动力、银华战略新兴，首募规模分

别达到 40.29亿份、30亿份、18.07亿份、

10.37亿份。

8月份，一半新基金踩着2亿线成立。 数

据显示，银华中证一带一路、信诚中证基建工

程、农银汇理工业4.0、中加改革红利等基金

首募规模皆不足3亿元。而广发中证全指主要

消费ETF联接基金和中证全指原材料ETF联

接基金的募集规模仅为0.17亿元和0.22亿

元。 需要指出的是， 广发基金旗下的这两只

ETF联接基金均为发起式基金。根据规定，发

起式基金的募集规模只要超过1000万元即

可成立，而不受“公募基金首募规模必须不

低于两亿元才能成立”的限制。 这两只基金，

广发基金公司运用固有资金分别认购了

1000.02万，即两基金发售了21天，在市场上

募集的资金分别为690万和1200万。

事实上，7月份新基金募集就已经开始

显露危机。 7月共有37只基金宣布成立，尽

管新基金募集规模达2237亿份，仅较6月下

降5.6%， 但其中有2000亿份的规模被业内

人士认为是来自证金公司的 “国家队” 资

金。 剔除这2000亿份后，7月新基金募集规

模仅237亿份，创近13个月新低。

市场风险偏好明显下降

从新基金募集情况来看， 市场风险确

实有着明显下降。 深圳一位基金经理表示，

近期市场大跌的核心原因在于全球金融市

场的波动加剧， 导致中国市场的风险偏好

出现了进一步下降。“全球金融市场的避险

情绪升温， 核心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预期

上升， 叠加中国经济PMI大幅下滑和人民

币贬值的影响。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

将于9月加息，由于加息时点临近，近期全

球投资者调整了投资方向， 权益类资产受

到抛压。” 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导致中

国市场的风险偏好出现了进一步下降，从

而引起股价的大幅下滑。

尽管有部分基金经理表示股债双牛的

格局并未改变， 但出现连续净赎回的偏股

型基金以及规模急剧缩水的分级基金已经

令基金公司感到担忧。 事实上，7月份以来，

首募规模较大的新基金绝大多数是保本基

金。 此外，由于市场及政策变化，原本多家

基金公司预计在下半年发力分级基金的计

划落空，基金公司们纷纷改变战术，以期在

震荡市里保全自身。 近期，国投瑞银、华安、

招商、 长城等多家基金公司纷纷发行固定

收益产品，募集规模也相当可观。

除了固定收益产品， 量化对冲产品也

再度引发关注。 据记者了解， 近期华泰柏

瑞、国金通用、景顺长城、安信、中邮创业等

多家基金公司已经上报量化对冲产品，大

成基金已经发行首只量化对冲基金，诺安、

民生加银等基金公司也早已就该领域进行

布局， 未来也会有相关产品面世。 未来一

年， 公募发行的量化对冲产品或超越过去

数年的总和。

震荡市资金蜂拥绩优纯债基金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随着股市巨震、 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基

金公司建议投资者增加债券类资产的配置。

其中，近期打开申赎的定期开放债基就有广

发集利、中银盛利纯债、民生加银岁岁添利、

工银目标收益和南方稳利等五只基金。

这些基金今年以来的回报普遍达到

10%以上，过去一年的回报达到20%。其中，

广发集利为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基，该基金成

立于2013年8月21日。 随后，债市遭遇长达

半年的大熊市。 但在产品成立后一年，广发

集利依然取得了6.21%的回报。2014年9月4

日开始，这只基金进入第二个封闭期，截至8

月21日, 广发集利在近一年时间实现回报

20.15%。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截至8月14日， 广发集利A今年以来净值增

长11.36%，过去一年净值增长21.59%，在近

期开放的定期开放债基金中排名第一位。

“一年期定期开放债产品的定位是替

代一年期定期存款，资金封闭一年运作，按

照绝对收益的策略来管理。” 广发集利基金

经理代宇称， 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不

属于保本产品， 但基金组合采取保本产品

的策略，追求绝对收益。

展望三季度的债市，代宇判断，2015年

下半年经济预计依旧低迷，通缩风险仍在，

经济基本面变化不大， 债市的走势更多取

决于政策面和资金面， 货币政策走势有望

能保持一贯性，债券市场仍将处于牛市中。

华商信用增强9月2日结束募集

近期A股巨幅震荡,债市显现较好的配置价值、

避险价值和长期投资价值。据悉，主要投资信用债的

华商信用增强债券基金已进入发行的最后一周，即

将于9月2日结束募集。在此之前，投资者仍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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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商信用增强债券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刘晓晨表

示，华商信用增强的投资对象以信用债券为主,占非

现金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能在充分发挥债券

类产品防守型优势的前提下, 通过主动积极的债券

投资策略增强收益；而不超过20%的基金资产用于股

票投资,更好地兼顾了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三重

目标。 （刘夏村）

国投瑞银进宝保本基金

首募40.29亿元

7月以来市场大幅震荡，新基金发行开始陷入低

迷，8月26日成立的国投瑞银进宝保本基金以40.29

亿元的首募规模，成为近期市场的一抹亮色。 Wind

统计显示，这一募集规模不仅位居8月以来单只新基

金规模之最， 也标志着今年以来募集规模最大的保

本基金诞生。

据悉，从今年年初开始，国投瑞银就大力布局保

本基金。 WIND数据显示，除刚成立的国投瑞银招财

保本外，今年成立的国投瑞银瑞源保本二期、国投瑞

银招财保本的首募规模分别为23.28亿元和25.95亿

元，整体规模已超过90亿元，在全部基金公司中排名

第6，“保本” 品牌效应突出。

规模的增长源自市场和投资人对于国投瑞银旗

下保本基金的运作实力的信赖。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

中心数据显示， 瑞源保本一期2014年收益率为

18.11%，在同类38只保本基金中排前1/3，第一个保

本周期年化收益率达8%。 （黄丽）

九泰基金成立绝对收益事业部

作为首批PE系基金公司，九泰基金一直在行业

中独树一帜，培育独具的竞争力。而对于一家新近成

立的公募基金公司而言， 特别是在当下持续震荡的

市场中，如何寻找行业机会，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

题。 近日，九泰基金在深圳成了绝对收益事业部，或

许是对当下市场的一种修为与回应。

事实上， 在绝大多数公募基金公司中都设立了

固定收益部。随着近期市场风险偏好的下降，固定收

益产品成为市场上的热点， 以及公募基金公司重点

推介的产品。与通常的固定收益部相比，九泰基金更

加强调“绝对收益” 。 九泰基金总裁王学明表示，绝

对收益是投资者的绝对诉求， 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公

募基金行业没有很好地满足这一诉求， 作为创投系

的基金公司， 九泰基金有责任有动力去更加迎合市

场的需要。

九泰基金固定收益事业部总经理由资深固定收

益基金经理张勇担当。张勇表示，公募行业长期以来

受到以排位为核心的相对收益考核办法的困扰，没

有很好地满足投资者对于获得绝对收益的希望。 而

九泰基金作为一家彻底实行事业部制度的公募基金

公司，有更好地满足投资者实际需求的先决条件，整

个事业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可以更好地为投资者

服务。 （张昊）

易货币收益稳健

股市大幅震荡中保证金掀起理财热， 沪深两市

保证金理财产品数量已超10只， 其中上交所上市的

易货币收益稳健 ，8月 26日的七日年化收益率

2.13%， 处在同期7只上交所保证金理财货币基金收

益率领先地位。

易货币对应的是易方达货币基金的E类份额，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 投资者用证券账户可以买卖易货

币，且没有交易费用，当天买入当天就可以卖出，卖

出易货币后的资金可实时买入股票。

保证金空闲时持有易货币， 可享受该基金目前

2.1%到2.2%之间的年化理财收益，相比保证金存款

利率0.35%,高出了5倍以上。

来自上交所的数据显示， 易货币8月26日的场内

规模约为25亿元， 目前日均交易量在10亿元到20亿

元，比8月中旬的日均成交量增加1倍左右，能满足一

般保证金投资者的日常交易需求。（常仙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