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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金公司寻找“后发优势”

创新产品成重点突破方向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近年来，公募行业的稳步发展，吸引了

各种背景的基金公司加入。这一类新公司，

在日趋成熟的行业中，希望占据一席之地，

甚至希望寻找到自己的“后发优势” 。近期

有不少新公司上报公募基金产品， 记者调

研发现，除了与行业的“老将” 比拼，多家

新公司重点在创新方面寻找机遇。

“新生代” 引人关注

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 截至2月

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16家，其

中，中外合资公司45家，内资公司71家；取

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

公司资管子公司共13家， 保险资管公司2

家。 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合计

12.64万亿元。 近几年，公募基金持续平稳

发展，老牌基金公司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

进一步凸显，同时行业也不断有新的参与

者加入，引发市场对行业“新兵” 如何站

稳脚跟、获得一席之地的关注。

上海证券研究报告指出，截至2017年

年底，新成立基金公司（成立时间未满三

年）共20家。 从设立机构来看，基金管理

公司19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

公司1家。 从股东背景来看，信托保险系2

家，券商系2家，银行系1家，私募系3家，其

他12家以个人或民营企业持股为主。

近期， 新基金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参

与到市场中来。 仅以凯石基金为例，日前凯

石基金上报了凯石涵行业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基金， 这是凯石基金上报的第5只基金。

从2017年9月起，凯石基金陆续上报了包括

源灵活配置混合、汇行业轮动混合、淳行业

精选灵活配置、 泓行业轮动混合4只基金。

去年3月，证监会核准设立凯石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凯石基金顺利实现“私转公” 。

事实上，市场对这些行业“新生代” 的

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 “这些行业的新生

力量，既有传统的银行系、券商系，也有私

募系、个人系或者其它的资本系。随着公募

行业近年来的持续发展， 行业内的竞争格

局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行业中大机构、老牌

机构的优势明显， 这些行业中的优势机构

密切关注着行业格局的新变化， 包括新基

金公司的举动。 ” 行业内人士点评表示。

以创新搏“后发优势”

上海证券指出，整体来看，大部分新基

金公司的规模受制于人才、投研、销售、渠

道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增长缓慢， 新发产品

普遍存在同质化严重、业绩不佳等问题，市

场认同很难树立。 中小规模的新基金公司

在与大型基金公司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

势， 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分食 “蛋

糕” ， 新基金公司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长

处，并结合当下监管环境，在合适的市场环

境中发行刚好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新基金公司的竞争压力亦或说是生存

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不少新基金公司在首

次出击时也是紧扣“以稳为主” 的战略，其

首秀产品多选择固定收益类， 或选择的策

略是依靠强大的股东背景， 体现自己独特

的竞争力。而发展中的公募基金行业，也正

在为新基金公司不断提供新的机会。 上海

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认为， 新基金公司

可以重点关注养老目标基金、 基金中基金

等创新业务。 老牌基金公司在传统业务上

存在先发优势，但在创新业务上，新老基金

公司则在同一起跑线上， 新设立的基金公

司可以寻找新业务作为突破口。

事实上，目前新基金公司在创新产品

上突破态势明显，多家新基金公司申报养

老目标基金。 “虽然公司现在要做的和可

以做的事情很多，但在创新业务上的投入

将是不能省的，也是承载着公司发展的大

战略。” 有新基金公司业务部门人士表示。

余额宝料逐步平台化

□

本报记者 姜沁诗

余额宝平台自上周五正式开放，引入

中欧滚钱宝货币A、 博时现金收益货币A

两只货基。 记者了解到，当前仅有部分用

户能够升级余额宝，但很快会逐步扩大到

全部用户。 而随着余额宝的平台化，未来

有希望引入更多的货币基金。

未来有望接入更多货基

据悉，上述两只货基上线后，将“一键

复制” 余额宝所有功能，并且天天结算收

益，有望大幅提升余额宝平台的用户服务

体验。 不过，当前余额宝“升级版” 尚属小

部分用户试点，很快会逐步扩大到全部用

户平台化运作的2.0时代。现在部分用户能

在余额宝里看到升级入口，升级后就可享

受随时买、随时用的余额宝服务。

余额宝从2018年2月1日起，设置了每

日申购总量，另外，还将个人交易账户持

有额度上限设定为10万元，单日购买额度

上限设定为2万元。 蚂蚁金服方面表示，经

过前期天弘基金采取的主动限额措施，余

额宝货币基金规模增长得到了一定控制。

如今采取多家合作的开放模式，可以进一

步减轻单只货币基金规模过快增长的压

力，更从整体上降低了单一货币基金集中

度高的风险，也能够更好地提升用户服务

体验。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未来余额

宝的形式还会有更多的变化，例如引入更

多的货币基金等等。

据Wind数据统计， 截至2018年一季

度，余额宝所接入的3只货币基金，规模分

别为天弘余额宝16891.85亿元、博时现金

收益货币244.77亿元、 中欧滚钱宝货币

48.62亿元。

本次余额宝升级后， 最大的变化在

于，现阶段购买两只新上线的基金暂不限

时，也不限额。 但这一政策的有效时间到

底多长，目前暂未有官方答复。“或许等到

规模增长到了单只货币基金所能承受的

容量，就会开始限额了。” 某基金公司人士

透露。

单只货币基金到底能承受多大规模？

据一位货币基金经理分析，这也和每个基

金经理的能力圈有关。 “投资过程中每一

笔下单都需要经过审慎考虑。 ” 除了白天

的交易时间之外，有的货币基金经理在每

天上班之前， 要额外花上1-2个小时了解

当日所管理资金的流动性，要详细掌握每

一笔资金的流动性属性， 还要花上2个小

时来制定头寸。

货基收益料逐步下行

由于此前余额宝中已有资产，需要全

部转出之后，再操作才能够选择转入以上

3只基金。 而有已经购买了天弘余额宝的

投资者向记者表示，如果有新增的资金想

要购买余额宝，则有可能会考虑进行上述

操作；但如果没有新增资产，则可能还会

继续持有天弘余额宝。

对投资者而言， 到底购买哪一只产

品，其实更直观的是从收益率这一指标来

考量。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5月4日，天

弘余额宝、博时现金收益货币、中欧滚钱

宝货币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分别为3.96%、

4.31%和4.41%。

从目前来看，今年货币基金的收益率

还算可观。 据Wind数据统计， 截至5月4

日，全市场中的货币基金平均七日年化收

益率为4.10%， 高过去年全年的区间平均

七日年化收益率。

博时基金固定收益总部现金管理组

投资总监陈凯杨表示，从一季度流动性的

实际表现情况看，宽松程度较去年有所提

升， 并且资金利率中枢水平出现明显回

落，带动同业存单、短融等货币市场工具

利率在去年末冲高后随即大幅下行。 “尽

管货币政策总基调不会发生变化，但考虑

到后续防风险相关措施的陆续落地和执

行需要维持一个相对温和的流动性环境

来对冲政策所带来的宏观影响，因此二季

度流动性有望延续一季度的整体平衡甚

至略偏宽松局面。” 陈凯杨补充道。总体来

讲，由于一季度以来银行存款、同业存单

收益率下行引发的再投资收益率显著下

降，货币基金收益率或将逐步下行。

信泰资本蓬钢：养老地产迎投资机遇

□

本报记者 吴娟娟 李惠敏

协助中国资本海外投资以及海外资

本中国投资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信

泰资本CEO蓬刚近日在媒体交流会上表

示，随着美国婴儿潮一代退休，国内人口

老龄化进程加速，海内外养老投资机遇亦

逐渐显现，养老地产投资价值凸显。

蓬钢认为，海内外养老经济正迎来历

史性机遇。 二战后婴儿潮一代（1945年至

1965出生）到2020年即步入退休年纪。 由

于婴儿潮一代占美国人口比例较高，至

2030年， 美国75岁以上人口将由现在的

2000多万增长至3000多万， 由此可能出

现较大养老设施缺口。 另外，行业法规限

制及护理人才的稀缺也影响美国养老物

业新增供应规模的扩大。 蓬钢认为，将来

一段时间美国养老设施明显供不应求，由

此带来良好的投资机遇。

蓬钢认为，当前中国养老行业处于发

展初期，未来空间广阔。 他介绍，养老项目

的开发运营涉及前期土地、 政府经营许

可、资金结构以及规划设计、运营管理、政

府医保报销等众多环节，需要多行业领域

及政策的协调配合。 尽管这些配套制度建

设需要时间，但人口老龄化带来养老地产

投资长期机会确定。 而中国的养老投资领

域将出现世界级的另类投资巨头。

除战略布局养老物业地产外，蓬钢亦

看好不良资产投资领域的机会。 信泰资

本的不良资产及特殊机遇投资业务也正

在筹备中， 投资机会主要包括不良贷款

资产包投资和大型单体不良债券重组。

通过深度研究宏观经济规律， 专业化的

尽职调查， 以及综合性的估值方法和差

异化处置策略， 从财务法律等方面严格

管理投资风险。

截至目前，信泰资本已在全球著名的

门户城市如纽约、伦敦、芝加哥及悉尼投

资并管理着多个项目及物业，在世界主要

核心城市共投资约17亿美元， 管理接近

100亿美元的不动产资产。

南方东英MSCI中国A股

国际指数ETF更名

从2018年5月3日起，为了紧跟MSCI将中国A股纳入新

兴市场指数的步伐，“南方东英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

ETF”变更为“南方东英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ETF” ，

其追踪指数也相应由中国A股国际指数变更为MSCI中国A

股国际通指数。 除追踪指数变化，产品的其他信息不变，截

至2018年5月2日，其每股资产净值为人民币11元/股（港币

13.4元），交易200股/手，管理费维持在0.85％。

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旨在追踪逐步加入MSCI

新兴市场指数的一篮子中国A股的表现。 对于指数的成

份股， 国际投资人皆可以透过内地香港两地股市联通计

划来进行投资， 指数由这些可透过股市联通计划进行投

资的股票价格和离岸人民币汇率决定。

业内人士指出，南方东英作为全球最大的RQFII额度

持有人和最大的中国海外A股ETF管理人，相信南方东英

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ETF将成为南方中国A50ETF的有

益补充，为国际投资人配置中国资产提供更多选择。 在中

国A股即将进入MSCI的契机下， 南方东英已经通过其广

泛的销售网络为南方东英中国A股通ETF获得了国际投

资人的可观投资意向。接下来南方东英会在ETF初始规模

的基础上，增强ETF流动性，并建立一个可支持ETF持续

发展的良好生态系统，让更多的投资人可以紧随MSCI纳

入A股的步伐来配置中国A股市场。 （张焕昀）

融通基金蒋秀蕾：医药行业

景气度大概率处于上升趋势

今年前4个月，A股主流指数全数遭遇下挫， 而在此

期间，医药生物却逆市上涨了4.89%，在申万28个一级行

业中涨幅居第二位。其中，融通基金旗下融通医疗保健行

业、融通健康产业净值分别上涨17.86%、12.80%，融通医

疗保健行业净值增长在银河证券分类的医疗主题基金中

位居首位。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基金经理蒋秀蕾认为， 医药行业

经过去3年的调整，目前整体估值相对较低，加之2017年

政策支持传导的利好逐渐凸显和板块业绩的回升， 未来

一年行业景气度大概率处于上升趋势。

在蒋秀蕾看来，2018年医药行业将在2017年的基础

上走出低谷，医药行业进入以创新为核心导向、产业升级

进入精细化增长的新周期，一致性评价、创新药、制剂出

口将是2018年医药行业的政策受益主线，疫苗、化药、生

物药将是2018年全年可以关注的高景气子行业，尤其是

疫苗。

蒋秀蕾表示，未来选股将遵循“白马为核心，成长为

进攻，重点看估值” 的思路，在重点布局一致性评价、创

新药、制剂出口、疫苗、药店、医疗服务的基础上开始布局

医药商业、医保放量、国产器械。 （张焕昀）

《中国基金业社会责任宣言》

在京发布

5月5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和房山区政府、北

京基金小镇第三次合作，共同举办“厉害了我的国———

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 ， 宣传展示改革开放40年

和中国基金业发展20年的辉煌成就和精彩瞬间。 作为本

次长走大会的启动仪式，中国基金业20年《中国基金业

社会责任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布仪式在北京基

金小镇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

据了解，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恰逢中国基金业20周年，中国基

金业作为改革开放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从1998年起步

至今走过了20个年头。 20年间，中国基金业实现从0到50

多万亿元规模的飞速发展，行业从业人员接近30万人。

据介绍，近年来，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中国基金业的

首要任务。 多项国家级基金业法律法规、规范的出台，以

及中国首家基金业法庭的设立， 多措并举为构建良好的

行业秩序， 优化行业生态环境提供了坚实保障。 与此同

时，中国基金从业者更应秉承专业精神，履行行业责任，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担当起中国基金业科学健康发展的

时代责任，为中国基金业发展夯实基础，开创未来。

此次《宣言》内容为：公于众，募为民；诚信是基，回

报为金。因专业创造价值，为信任奉献回报。为公天下，善

募者成；基业固守，创金者名。 正德厚生，臻于至善；价值

创造，源自前瞻。 责任凝聚力量，专业开创未来。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表示，

《宣言》的发布，是中国基金业公开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历

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也是中国基金业发展20年的经验总

结与自我革新。 （叶斯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