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壳价值不再 迷你基金加速清盘

本报记者 徐金忠

7月以来，迷你基金清盘持续加速。 数据显示，今年7月，至少有 14只公募基金宣布清盘，创下单月基金清盘数量的最高纪录。 截至7月底，今年以来公募基金清盘数量已经达到32只，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清盘总数。 市场普遍预计，迷你基金加速清盘的趋势将延续。

事实上，未来随着机构定制等的退出，部分基金清盘不可避免。 当然，面对迷你基金，保壳与弃壳都有。 但是，在监管要求下，迷你基金壳资源价值不再。

基金清盘潮起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基金清盘潮来得特别汹涌。 仅7月一个月，就至少有14只公募基金宣布清盘，创下单月基金清盘数量的新高。 而截至7月底，今年以来国内公募基金清盘数量已经达到32只，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清盘总数，并一举超过历史清盘最高年份即2015年的31只。

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以来基金清盘的“大事件” ：华安中证细分地产ETF1月 10日发布公告，宣布将在2017年 1月13日终止上市，成为今年以来首例公募基金正式清盘的案例；2月 27日，国联安发布公告称，鉴于目前市场环境的变化，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将召开“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 基金持有人大会商谈清盘议案；7月 27日，广发基金发布了《关于召开广发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提请“审议《关于终止广发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相关事项的议案》” ，原因是“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近期，海富通双利债券 、博时锦禄纯债和国泰创利等3只债券型基金同时发布公告宣布清盘，终止合同的原因都是基金净值规模连续6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从而触发清盘条款，不需召开持有人大会直接清盘。

查阅资料发现，公募基金发展近20年，自1998年至 2013年的这 15年间，基金从未发生过清盘事件，直到2014年首只基金清盘。 同年9月，基金清盘进入常态化状态 。 到了2015年则有31只基金遭遇清盘，2016年下降至18只 。

事实上，仅就基金规模一项，部分基金走向迷你乃至清盘，都是不可避免的 。 据海通证券统计，截至今年二季末，资产净值规模低于5000万元的迷你基金数量达243只，约占基金总数的5 .7%，而规模低于1亿元的基金总数达581只。 不少迷你基金挣扎在清盘的边缘。

查阅今年以来清盘的基金可以发现，面临清盘的基金多是委外定制基金 、分级基金。 随着监管的趋严，特别是机构定制的退出，这些类型的基金不断迷你化，最终只能走向壳化或是滑向清盘的命运。 以委外定制为例，资料显示，二季度末 ，基金规模在5000万元以下的迷你基金从成立时间看 ，有140只为近两年内成立，特别是2016年成立的达到78只，今年以来成立的有29只。 这类基金的共同点是单一机构占比较高，一些产品在成立之后某个时间点突然遭遇巨额赎回，规模从数亿元乃至数十亿元猛跌至几千万元甚至几百万元。 这类基金正在遭受定制资金撤回的巨大压力 ，很多基金产品最终的命运只能走向清盘 。

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群航认为，随着分级、保本 、委外定制基金的严监管，让本就积压严重的迷你基金市场雪上加霜，在监管重压下，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迷你基金实施清盘。

“壳” 价值不再

事实上，尽管现如今迷你基金不受待见，但在行业发展的不少过程中，基金壳资源曾经是十分有价值的，在去年年底，也还有各机构纷纷盘活基金壳资源的盛况：去年年末 ，基金公司为争夺规模排名，大打基金壳资源牌，一些基金公司通过获批而未发的基金、已发的小金额委外定制基金、旗下迷你基金等多种存量壳资源，对接银行等委外资金。 一时间，基金公司手中的壳资源成为“宝藏” 。

但是这一切，随着市场环境和监管因素的变化，转瞬间几乎灰飞烟灭。 今年年初，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对于其管理的某基金产品规模不达标、可能沦为迷你基金而面临清盘风险的疑问，沪上一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还很不以为然，认为该基金将是优质的壳资源，不论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公司层面，都不会放任这一优质资源化为乌有。 但是仅仅两三个月后 ，该基金就进入了清盘流程。 公司公告显示的“鉴于市场需求的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等理由背后 ，实则是对于基金壳资源态度的大逆转。 “计划赶不上变化，最终只能选择清盘。 ” 该基金经理无奈表示 。

囤积壳资源、“旧瓶装新酒 ” 等基金机构的“老套路” 确实已经赶不上当前的各种新变化。 当下，监管层对于迷你基金和基金清盘的政策导向十分明显 。 例如，根据 2016年12月监管层发布的“关于公募基金产品募集情况的通知 ” ，自2017年1月起，对于超期未募集的基金产品数量达到或超过已批复未募集基金产品总数60%(分级基金及因外汇额度受限导致未能募集的QDII基金除外 )的基金管理人，再次申报基金产品的，监管部门将委托相关派出机构对基金管理人有关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对于短时间内大量申报基金产品、存在较多同质化基金产品未募集而再次申报同类型产品、“迷你基金” 数量较多、基金经理“一拖多” 管理基金产品现象较突出、一年内被采取两次以上行政监管措施等情形的基金管理人，从2017年 1月起，也将委托相关委派机构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现场核查。

而且，随着其后保本基金转型“求生 ” 、定制基金遭遇资金撤回、分级基金在政策引导下求变等等，都成为基金清盘的重要推动因素。 此外，去年以来，市场机会的反复，让部分债券型基金日子不好过，并引发大资金撤离 ，形成了一波基金迷你化甚至走向清盘的“潮流 ” 。

“我觉得基金壳资源的说法将逐步淡出市场。 原因很简单，因为以后迷你基金走向清盘的情况增多 ，基金的壳将不复存在，壳的价值将不复存在。 监管部门与行业机构在沟通中，多次提到了迷你基金、基金壳资源，认为这与公募机构设立的宗旨和初衷不符，与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大势不符，与资产管理大时代的时代背景不符，同样也与为投资者谋利益的出发点不符 。 可能有部分投资者还在追逐迷你基金和基金壳资源的套利机会，但这不是正常的状态，这也不是健康的行业发展应该有的状态。 这样的基调决定了迷你基金清盘将走向常态化。 到时候，形成合理的进入和退出通道 ，将真正造福市场投资者，而不是继续陷于此前的不良生态中。 ” 有公募机构管理层人士表示。

有舍才有得

现如今，公募对基金清盘已经能够正常看待，基本不再过多地纠结于基金壳资源带来规模等所谓的价值上。 公募基金正持着“有舍才有得 ” 的心态，对待迷你基金，对待基金清盘。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基金公司面对旗下的迷你基金 、拟清盘基金，已经明确将合法合规、符合监管要求作为核心，积极推进相关基金壳资源的处置。

“迷你基金可以是优质的壳资源，更可以是无效占用公司资源的‘不良资产 ’ 。 对于公司而言，迷你基金同样要占用公司的人力物力资源，占用公司的渠道等，但是其管理费贡献又微乎甚微。 特别是在当前的监管环境下，手里有基金壳资源并不是一件好事，基金壳的‘鸡肋’ 特点已经暴露无遗。 另外 ，对于基金经理来讲，管理迷你基金压力不小，且这样的规模所需要的投资研究和投资实操，很容易‘带偏’ 一个正常的基金管理人的手法。 以我个人经验来看 ，管理迷你基金占用不少精力，也影响了我操作其它规模资金时的市场感觉。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选择放弃一些东西 。 ” 上海一家机构的基金经理称。

国金证券分析人士同样认为，基金公司在基金清盘上，应该回归规范操作、符合监管的本位 。 “迷你基金清盘的相关规章制度出台已久，但是一直以来，迷你基金的清盘都不算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特别是围绕基金壳资源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关系到投资者、基金公司、监管部门等方方面面。 以前可能因为多重原因，基金清盘有规则但难执行，但是如今，监管部门在迷你基金上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迷你基金的加速清盘，已经成为部分基金公司走向合规的重要一环。 ”

当然，基金对待壳资源的“舍” 与“得” ，其中也包括为了避免基金产品走向迷你化、滑向清盘的命运，部分基金公司对基金产品转型谋发展。 例如 ，7月10日，国金基金管理公司发布了《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金沪深 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拟将该基金转型为国金沪深300指数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财汇大数据终端显示，其2017年第一季度末的份额规模为 1 .85亿份，资产规模为1 .63亿元。 分析认为，该基金距离“迷你” 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认清了分级基金的发展大趋势之后，基金公司及时果断地将其转型为指数增强型基金，避免了基金可能沦为迷你基金的尴尬 。 同样，保本基金也在善用、巧用基金产品的壳资源转型求生。 此前，银华永祥保本公告称，该产品将转型为银华永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该基金第二个保本期到期日为 7月31日，在 7月31日至 8月7日期间，产品持有人可赎回、转换转出或继续持有转型后产品。 南方保本则公告称，7月11日到期后 ，转型为南方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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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盘潮起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的基金清盘潮来得特

别汹涌。 仅7月一个月，就至少有14只公募基金

宣布清盘，创下单月基金清盘数量的新高。而截

至7月底，今年以来国内公募基金清盘数量已经

达到32只，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清盘总数，并一举

超过历史清盘最高年份即2015年的31只。

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以来基金清盘

的“大事件” 。华安中证细分地产ETF1月10日

发布公告， 宣布将在2017年1月13日终止上

市，成为今年以来首例公募基金正式清盘的案

例；2月27日，国联安发布公告称，鉴于目前市

场环境的变化，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将召开“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 基金

持有人大会商谈清盘议案；7月27日，广发基金

发布了《关于召开广发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提请“审议《关于终止广发新常态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相关事项的议

案》” ，原因是“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近期， 海富通

双利债券、 博时锦禄纯债和国泰创利等3只债

券型基金同时发布公告宣布清盘，终止合同的

原因都是基金净值规模连续60个工作日低于

5000万元，从而触发清盘条款，不需召开持有

人大会直接清盘。

查阅资料发现， 公募基金发展近20年，自

1998年至2013年的这15年间，基金从未发生过

清盘事件， 直到2014年首只基金清盘。 同年9

月，基金清盘进入常态化状态。到了2015年则有

31只基金遭遇清盘，2016年下降至18只。

事实上，仅就基金规模一项，部分基金走向

迷你乃至清盘，都是不可避免的。据海通证券统

计，截至今年二季末，资产净值规模低于5000万

元的迷你基金数量达243只， 约占基金总数的

5.7%， 而规模低于1亿元的基金总数达581只。

不少迷你基金挣扎在清盘的边缘。

查阅今年以来清盘的基金可以发现， 面临

清盘的基金多是委外定制基金、分级基金。随着

监管的趋严，特别是机构定制的退出，这些类型

的基金不断迷你化， 最终只能走向壳化或是滑

向清盘的命运。 以委外定制为例，资料显示，二

季度末， 基金规模在5000万元以下的迷你基金

从成立时间看，有140只为近两年内成立，特别

是2016年成立的达到78只，今年以来成立的有

29只。这类基金的共同点是单一机构占比较高，

一些产品在成立之后某个时间点突然遭遇巨额

赎回， 规模从数亿元乃至数十亿元猛跌至几千

万元甚至几百万元。 这类基金正在遭受定制资

金撤回的巨大压力， 很多基金产品最终的命运

只能走向清盘。

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群航认

为，随着分级、保本、委外定制基金的严监管，

让本就积压严重的迷你基金市场雪上加霜，

在监管重压下， 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迷你基

金实施清盘。

“壳” 价值不再

事实上，尽管现如今迷你基金不受待见，但

在行业发展的不少过程中， 基金壳资源曾经是

十分有价值的，在去年年底，也还有各机构纷纷

盘活基金壳资源的盛况：去年年末，基金公司为

争夺规模排名，大打基金壳资源牌，一些基金公

司通过获批而未发的基金、 已发的小金额委外

定制基金、旗下迷你基金等多种存量壳资源，对

接银行等委外资金。一时间，基金公司手中的壳

资源成为“宝藏” 。

但是这一切， 随着市场环境和监管因素的

变化，转瞬间几乎灰飞烟灭。 今年年初，面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对于其管理的某基金产品规模不

达标、 可能沦为迷你基金而面临清盘风险的疑

问， 沪上一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还很不以为

然，认为该基金将是优质的壳资源，不论从个人

层面还是从公司层面， 都不会放任这一优质资

源化为乌有。但是仅仅两三个月后，该基金就进

入了清盘流程。 公司公告显示的“鉴于市场需

求的变化，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等

理由背后， 实则是对于基金壳资源态度的大逆

转。“计划赶不上变化，最终只能选择清盘。” 该

基金经理无奈表示。

囤积壳资源、“旧瓶装新酒” 等基金机构的

“老套路” 确实已经赶不上当前的各种新变化。

当下， 监管层对于迷你基金和基金清盘的政策

导向十分明显。 例如，根据2016年12月监管层

发布的“关于公募基金产品募集情况的通知” ，

自2017年1月起，对于超期未募集的基金产品数

量达到或超过已批复未募集基金产品总数60%

(分级基金及因外汇额度受限导致未能募集的

QDII基金除外)的基金管理人，再次申报基金产

品的， 监管部门将委托相关派出机构对基金管

理人有关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对于短时间内大

量申报基金产品、 存在较多同质化基金产品未

募集而再次申报同类型产品、“迷你基金” 数量

较多、基金经理“一拖多” 管理基金产品现象较

突出、 一年内被采取两次以上行政监管措施等

情形的基金管理人，从2017年1月起，也将委托

相关委派机构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现场核查。

而且，随着其后保本基金转型“求生” 、定

制基金遭遇资金撤回、 分级基金在政策引导下

求变等等，都成为基金清盘的重要推动因素。此

外，去年以来，市场机会的反复，让部分债券型

基金日子不好过，并引发大资金撤离，形成了一

波基金迷你化甚至走向清盘的“潮流” 。

“我觉得基金壳资源的说法将逐步淡出市

场。原因很简单，因为以后迷你基金走向清盘的

情况增多，基金的壳将不复存在，壳的价值将不

复存在。监管部门与行业机构在沟通中，多次提

到了迷你基金、基金壳资源，认为这与公募机构

设立的宗旨和初衷不符， 与我国公募基金行业

发展的大势不符， 与资产管理大时代的时代背

景不符， 同样也与为投资者谋利益的出发点不

符。 可能有部分投资者还在追逐迷你基金和基

金壳资源的套利机会，但这不是正常的状态，这

也不是健康的行业发展应该有的状态。 这样的

基调决定了迷你基金清盘将走向常态化。 到时

候，形成合理的进入和退出通道，将真正造福市

场投资者， 而不是继续陷于此前的不良生态

中。 ” 有公募机构管理层人士表示。

有舍才有得

现如今， 公募对基金清盘已经能够正常看

待， 基本不再过多地纠结于基金壳资源带来规

模等所谓的价值上。 公募基金正本着“有舍才

有得” 的心态，对待迷你基金，对待基金清盘。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 基金公司面对旗下的迷你

基金、拟清盘基金，已经明确将合法合规、符合

监管要求作为核心， 积极推进相关基金壳资源

的处置。

“迷你基金可以是优质的壳资源，更可以是

无效占用公司资源的‘不良资产’ 。对于公司而

言，迷你基金同样要占用公司的人力物力资源，

占用公司的渠道等， 但是其管理费贡献又微乎

其微。 特别是在当前的监管环境下，手里有基金

壳资源并不是一件好事，基金壳的‘鸡肋’ 特点

已经暴露无遗。 另外，对于基金经理来讲，管理

迷你基金压力不小， 且这样的规模所需要的投

资研究和投资实操，很容易‘带偏’ 一个正常的

基金管理人的手法。 以我个人经验来看，管理迷

你基金占用不少精力， 也影响了我操作其它规

模资金时的市场感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选择放弃一些东西。 ” 上海一家机构的基金经

理称。

国金证券分析人士同样认为， 基金公司在

基金清盘上，应该回归规范操作、符合监管的本

位。“迷你基金清盘的相关规章制度出台已久，

但是一直以来， 迷你基金的清盘都不算是一件

轻松的事情， 特别是围绕基金壳资源有着复杂

的利益关系，关系到投资者、基金公司、监管部

门等方方面面。 以前可能因为多重原因，基金清

盘有规则但难执行，但是如今，监管部门在迷你

基金上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迷你基金的加速

清盘， 已经成为部分基金公司走向合规的重要

一环。 ”

当然，基金对待壳资源的“舍” 与“得” ，其

中也包括为了避免基金产品走向迷你化、 滑向

清盘的命运， 部分基金公司对基金产品转型谋

发展。例如，7月10日，国金基金管理公司发布了

《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金沪深300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拟将该基金转型为国金沪深300指数增强证券

投资基金。财汇大数据终端显示，其2017年第一

季度末的份额规模为1.85亿份，资产规模为1.63

亿元。 分析认为，该基金距离“迷你” 尚有一定

的距离，但是，在认清了分级基金的发展大趋势

之后， 基金公司及时果断地将其转型为指数增

强型基金， 避免了基金可能沦为迷你基金的尴

尬。 同样，保本基金也在善用、巧用基金产品的

壳资源转型求生。 此前，银华永祥保本公告称，

该产品将转型为银华永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该基金第二个保本期到期日为7月31

日，在7月31日至8月7日期间，产品持有人可赎

回、转换转出或继续持有转型后产品。南方保本

则公告称，7月11日到期后， 转型为南方平衡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壳价值不再 迷你基金加速清盘

□本报记者 徐金忠

7月以来， 迷你基金清盘持

续加速。 数据显示，今年7月，至

少有14只公募基金宣布清盘，创

下单月基金清盘数量的最高纪

录。截至7月底，今年以来公募基

金清盘数量已经达到32只，超

过了去年全年。业内人士普遍预

计，迷你基金加速清盘的趋势将

延续。

事实上，未来随着机构定制

等的退出，部分基金清盘不可避

免。当然，面对迷你基金，保壳与

弃壳都有。但是，在监管背景下，

迷你基金壳资源价值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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