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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管 

险企投资创新高 优化配置寻突破 

截至 3月末，上市险企年报披露完毕。2015年，中国平安、新

华保险、中国太保、中国人寿 4家 A股上市公司全年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542.03亿元、86.01亿元、177.28亿元、

346.99亿元，分别同比增 38.0%、34.3%、60.4%、7.7%。H股上市

险企方面，中国人保净利润 195.42亿元，同比增 49.1%；中国太平

股东应占溢利 63.41亿港元，同比增 56.9%。 

  2015年，上市险企呈现出净利润、投资收益双增长，净利润稳

健增长得益于投资收益的提升。在投资收益方面，中国平安、中国

太保、中国人保、中国太平均有投资“创新高”的表述。 

    中国平安称，2015年总投资收益率 7.8%，同比提升 2.7个百分

点，总投资收益率创近年新高；新华保险称，2015年实现总投资收

益率 7.5%，较上年提升 1.7个百分点；中国太保称，总投资收益率

达到 7.3%，同比提升 1.2个百分点，为近 5年来最高；中国人寿总

投资收益率为 6.24%，比上年同期增加 0.88个百分点。 

  H股上市险企中国人保称，总投资收益率达 7.3%，同比上升

1.3个百分点，创 2008年以来新高；中国太平称，集团账面总投资

收益率达到 7.97%，创近 8年新高。 

面对去年的经济金融环境，新华保险、中国人寿、中国太保提

高了权益类投资比例。 

  新华保险在市场大幅上涨之前提前布局，在市场高位坚定减

持、锁定收益，减少了市场断崖式下跌带来的损失，获得较高买卖

价差。方正证券对新华保险年报的点评中提到，为了应对基准利率

不断下行的外部环境，新华保险大幅增加了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

例。截至 2015年年底，其权益类资产规模达到 1143.2亿元，同比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1318.shtml
http://www.fangxinbao.com/company/3.html
http://www.fangxinbao.com/company/3.html
http://www.fangxinbao.com/company/5.html
http://www.fangxinbao.com/company/1.html
http://www.fangxinbao.com/company/6.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261.s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261.shtml
http://www.fangxinbao.com/company/2.html
http://www.fangxinbao.com/company/5.html
http://www.fangxinbao.com/company/7.html
http://insurance.hexun.com/
http://www.fangxinbao.com/company/3.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19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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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62.0%，占比达到 18.0%。其中，增长最多的基金投资规模，达

到 522.7亿元，同比增长 134.3%。 

  东兴证券在点评中国人寿业绩时表示，投资策略主动性进一步

加强，权益投资占比显著提升。到 2015年年底，固定收益类投资占

比为 77.69%，较 2014年年底缩小 8.21%；权益类投资占比达到了

17.99%，较 2014年年底增长 6.76%，是近几年来的最高比例。 

  中国太保称，投资收益的获得主要是权益类资产的买卖价差收

益明显增加，以及计提投资资产减值准备减少的综合影响。该公司

权益类资产占比 14.4%，较上年末上升 3.8个百分点。 

  中国平安年报称，该公司深入研究“新常态”下投资机遇，优

化资产配置结构，权益类资产配置保持适当灵活性。同时，在控制

信用风险的前提下，继续加大收益率较高的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

全年取得了较好的投资业绩。 

   中国太保称，2015年，新增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 399.45亿

元，债券投资总额上升，较上年末增长 2.5%，定期存款总额下降，

较上年末减少 6.7%。截至 2015年年末，公司的债券投资中，国

债、金融债、企业债占比分别为 19.4%、30.2%和 50.4%，绝大部分

债券信用评级都在 AA+ 级及以上。 

  在另类投资方面，新华保险提高了非标配置比例，2015年 12

月末，新华保险非标资产投资额 1439.72亿元，在总投资 资产中占

比为 22.65%，较上年末上升 3.24个百分点。中国太保在去年末的

非标资产投资 1030.74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59.9%，在投资资产中

的 占比达到 12.1%。 

  长江证券研究分析认为，2016年，受益于低利率环境和产品创

新，保费高增长无虞；但资金运用压力在增加。优化险种渠道结

构，控制负债成本，增加投资策略主动性将是最优策略。 

http://gongsi.hexun.com/fc_520.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0783.shtml
http://www.fangxinbao.com/feiLv/zhongji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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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8 来源：中国保险报 

 

险资运用办法征求意见结束 千亿元增量资金候场 

  “近几年，保险资金的投资范围不断拓宽，《征求意见稿》是

将过去保监会发布的单个规定整合起来容纳进一个更加系统的规定

中。”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系教授王绪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这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流动性的不断增强，也为我国社会经济提供

了融资的资金来源。 

  3月 8日，保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

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 见。3月 31日，接近一个月的征求意见期已经结束。

《征求意见稿》拓宽了险资的投资范围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明确

提出保险资金可以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可 以投资创业投资基金等

私募基金，还可以投资设立不动产、基础设施、养老等专业保险资

产管理机构，专业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可以设立夹层基金、并购基

金、不动产基金等私募基金。 

  王绪瑾表示，随着保险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保监会的资金运

用监管不断完善，这有利于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便于保险公

司承保能力的提升，促进保险资金规模的不断壮大，从而促进保险

行业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支持专业资金管理机构帮助险

资管理资产配置，在强调风控的同时获取较高的稳健收益。 

  对此，华宝证券认为，保险资金资产配置策略组合将越发丰

富，并逐步改善长端利率曲线；同时，保险资金委托机制将带领资

本市场进入“掘金大资管”时代。 

http://insurance.hexun.com/invest/
http://insurance.hexun.com/2007/bjhdt/
http://insurance.hexun.com/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819.shtml
http://funds.hexun.com/smjj/
http://gongsi.hexun.com/fc_5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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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人士预计，随着险资运用管理办法发布，6000亿元增量资

金有望进入股市。 

  广发证券认为，偿二代已于今年正式实施，本次险资运用管理

办法修改也是配合偿二代推进。此次《征求意见稿》鼓励保险公司

优化配置，投资新标的，也秉承此前中央鼓励险资支持实体经济的

指导，对不动产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望扩大。 

2016-4-7 来源：证券日报 

 

 

银行理财 

银监会：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运营风险管理 

 记者 4月 5日从银监会获悉，为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业务

健康发展，防范境外业务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银监会发布

《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运营风险管理的

通知》。通知要求，加强风险识别判断，完善决策管理制度，明确

境外运营责任，加强统一授信管理，审慎开展自营投资等。 

通知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境外业务经营发展环境和

风险形势的分析评估，充分认识境外业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加强

对业务所在国家或地区政 治经济形势、金融市场走势和金融监管环

境的跟踪研究。对已形成的损失或潜在的风险隐患，应及时识别发

现，果断采取风险缓释和控制处置措施。 

通知还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自身业务特点、规模和复

杂程度，结合总体业务发展战略、管理能力和能够承担的风险水

平，审慎开展自营性境外投资类业务，充分考虑投资对象和项目风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0776.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1121.shtml
http://bank.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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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市场波动带来的潜在风

险。 

2016-4-5 来源:中国证券网 

 

银监会密集曝光超 500 条违法违规行为 跨度超 10 年  

今年以来，国务院多次提出要严惩金融领域各种违法违规行

为。作为监管机构的中国银监会，近期在其官方网站上密集披露地

方银监局对银行业机构的行政处罚信息。这一现象表明，金融监管

机构开始无死角通过公开平台促进金融秩序健康发展的决心。 

  广东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占峰 4月 7日在银行业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维护良好的市场纪律，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

是银行监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有助于降低道德风险，避免“破

窗效应”、“劣币驱逐良币”等现象发生。” 

  银监会官方网站披露的数据显示，自 2015年底以来有超过 500

条的地方银监局的处罚信息被公开，作出处罚决定的日期跨度超过

10年。例如，银监会网站在 2015年 12月 29日公布了上海银监局

在 2003年 11月份作出的处罚决定书。 

  从 2016年 3月 21日以来，仅地方银监局的处罚信息就多达

470多条被银监会网站披露公开。而在 2015年 9月份以前，中国银

监会网站上还未出现有关地方银监局的处罚信息披露。 

  银监会一位内部人士对中国网财经表示，一些银行也关注到这

一现象，但其未对该事件作出具体解释。 

  某银监局相关人士则表示，上报处罚信息是日常的工作安排，

这也是在执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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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罚信息公开表公布的银行违法违规行为多种多样，涉及到违

规发放贷款、乱收费、非严格审查借款用途、绩效薪酬惯例未严格

执行监管规定、违背真实贸易背景原则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等。 

  早在 2014年底，银监会集中力量在银行业机构和银监会系统内

同时开展“两个加强、两个遏制”的重点检查。即银行业金融机构

要加强内部管控加强外部监管，遏制违规经营和违法犯罪专项检

查。 

  据 2016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披露，银监会在 2015

年全面开展“两个加强、两个遏制”等专项检查，对 1295家违规银

行业金融机构处以罚款 6.01亿元，操作风险得到进一步控制。 

  以广东地区为例。截至 2016年 2月末，广东银监局共对 84家

机构进行了行政处罚，累计罚款金额为 2742万元，涉及收费、贷

款、票据、理财、 保理、同业、内控等 9类行为。2015年初，广

东银监局还在全国较早建立了银行从业人员处罚信息管理系统(俗称

“灰名单”)，全面囊括了银行从业人员被内 部问责、监管问责和

司法问责的情况。 

  今年以来，国务院会议多次提出要严惩金融领域各种违法违规

行为，维护金融安全。 

  今年 1月 13日，由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党组会议上，

强调要严惩金融领域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3月 28日，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防范

金融违规违法和腐败行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议上指出，一些

地方、部门、国有企事 业单位和金融机构反腐倡廉制度不健全，少

数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重点领域及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不容忽视。李克强提出，要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防 范金融违规

违法和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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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8 来源:中国财经网 

 

 

信托 

市场持续震荡 信托资金青睐两大方向 

虽然大盘仍处于震荡盘整的状态中，此前一度对入市“意兴阑

珊”的信托资金在 3月份以来却渐渐加大了进场节奏。记者了解

到，尽管仍秉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但信托资金除了开展结构化配资

等业务；也通过与公、私募合作，发行了部分主动管理型产品，更

为灵活主动地参与到市场中。 

上周上证综指依然延续了此前的震荡走势。前半周，受美联储

“鸽派”表态及中国经济数据向好的提振，A股一度突破前期盘整

阻力位站上 3050点。后半周，由于资金面紧张及其他重要经济数据

发布在即因素的影响，大盘也再度陷入了盘整。 

不过，虽然当前市场依然处于震荡时期，但进入 3月份以后，证

券类信托产品似有重拾升势的迹象。来自用益信托的不完全统计显

示，今年 3月份，集合 信托市场上成立的证券类信托产品不论数量

还是资金规模都有大幅上升趋势。其中 3月份成立的相关产品为 52

款，募集资金 64.52亿元，环比 2月份的数据， 产品成立数量大增

62.5%，成立规模增加了 254.70%。 

有信托业内人士透露，除了此前市场上颇为关注的结构化配资业

务，信托公司当前也更为注重主动管理能力的建设。部分信托产品

正以主动管理型基金的形式在市场上发行。记者从华宝信托了解

到，其旗下的“华宝博识众彩 TOF”自 2015年 3月成立以来，虽然

经历了市场的三次巨幅调整，当前仍取得了 25%以上的正收益。 

http://trust.hexun.com/
http://funds.hexun.com/smjj/
http://gongsi.hexun.com/fc_10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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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信托投资基金信托部总经理何亮透露，该产品的运作过程

中，首先注重的是大类资产的配置，信托公司及时根据市场行情的

变化调整篮子内各类资产的配比，通过对权益类资产、量化对冲及

类固定收益资产的配比调整来应对市场的波动。 

而在当前，何亮认为市场当前仍处于修复调整阶段，接下来或将

面临风格轮换的状态。“创业板已经出现风险收益不相匹配的情

况，因此我们将对一些其他领域的个股进行布局。” 

华宝信托投资基金部高级经理李春表示，鉴于此前的调整中，部

分个股跌幅较大，目前价位已经相对合理且安全，而市场预期的美

联储加息很可能将在 6月份实施，因此当前市场出现了一个可操作

的“窗口期”。至于重点配置方向，李春表示被大部分市场人士认

同的新兴产业将是未来关注的重点，个股选择也会从这些产业方向

中选取。另外，李春也认可基于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投资机会。“经

过去产能、去杠杆，部分行业或将产生供需反转现象，未来形成的

价格弹性也将在业绩中得到体现；因此部分周期性行业中仍有值得

关注的领域。” 

对于市场未来的走势，有分析人士认为，经济改善预期逐步得到

验证是推动本轮反弹的主要原因，这一因素估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仍存在，并支撑 A股风险偏好提升。未来随着稳增长政策持续发

力，投资回升推动的经济企稳态势将在未来几个月确立，对风险偏

好及相关板块形成重要支撑 

2016-4-11 来源：上海证券报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59915.shtml
http://news.hexun.com/2011/2011jx3/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2400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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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资管 

券商资管角力资产证券化 规模有望持续大增 

    从目前已披露的十多家上市券商 2015年年报来看，多家券商资

管去年资产证券化业务（ABS）风生水起。此外，一些非上市券商也

毫不逊色，在资产证券化领域攻城略地，今年该项业务规模有望进

一步膨胀。 

    2015年以来券商、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已发行百余只 ABS

产品。根据中基协公布的数据，截至去年底，券商资管的专项资产

计划共有 156只产品，规模达 1793.75亿元，规模较之前年年底大

增 389.45%，其中大部分是资产证券化产品。 

  从目前已公布 2015年年报的十多家上市券商来看，券商资管去

年专项资产管理规模增长明显。光大、西南、东兴、国金、兴业、

国海等六家券商资管 都实现了零的突破，募集资金都达亿级，其中

国金证券资管表现最为突出。截至 2015年底，存续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共有 9只，管理规模为 67.39亿。 

  较早起跑的几家券商资管中，广发和招商去年增速最为耀眼。

截至去年底，广发资管专项资管产品管理资金达 196.44亿，较前年

底的 38.74亿增长了 4倍之多。招商资管也从前年的 25.54亿蹿升

至 97.94亿，增幅达 283.48%。 

  广发证券在年报中表示，广发资管 2015年发行企业 ABS规模

134亿，比上年度增长 294%。此外，广发资管在交易所市场发行的

租赁资产证券 化产品及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产品均排名行业前列，

未来也将加强资产证券化等创新型非标准化产品的开发力度，以满

足客户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对于 ABS业务的发展空间，券商资管普遍表示乐观。长江证券

表示，低利息背景下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在不断增长，企业在盘活存

http://stock.hexun.com/quanshang/
http://stock.hexun.com/2014/nb201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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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产、提升资金效率 方面需求在持续增强，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

展空间将进一步打开。随着业务领域的延伸，券商在资产证券化业

务方面具有巨大增长空间。太平洋证券也表示，ABS 业务有望成为

券商今后业务开展的新看点，成为行业收入结构改善的重要影响因

素，进一步增厚券商业绩。 

  除上市券商之外，一些非上市券商在 ABS业务上同样干劲十

足。财通证券资管自去年 10月以来已发行两只 ABS产品，基础资产

均为租赁债权，总规 模超过 17.3亿。该部门负责人预计今年 ABS

业务的规模和基础资产类型均会有大幅度的增长和创新，也会不断

涌现出新的基础资产类型、交易结构。“我们未 来的业务重点将放

在传统的租赁债权、小贷债权、基础设施收费权（如供水、供电、

供热类收益权）等，同时也会积极尝试和探索新型基础资产类型，

如互联网金 融、保理资产、学费收入等。” 

  另一家中小型券商资管部门负责人则表示，虽然 ABS业务起步

较晚，但今年也会当成重点项目来进行，今年以来已发行三四个产

品。“今年全行业都在挖掘 ABS业务机会，创新不断涌现，未来发

展空间巨大。” 

  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共发行

1386只资产证券化产品，总金额 5930.39亿元，较 2014年增长

79%。相 比银行、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券商资管的资产证券化

业务发展空间巨大。“券商资管本身作为证券行业的重要角色，在

一级市场的标准化项目操作方面，不论从 专业水平、团队经验、公

司机制都有着一定的优势。另外，作为全产业链的综合平台，券商

资管除了可以承担一级市场的‘承做’工作外，本身也是二级市场

的买方 之一，在承销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财通证券资管相关负

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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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11 来源：中国基金报 

 

券商集合理财首季六成不挣钱 平均收益仅-9.6% 

  今年一季度，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有六成不挣钱，平均收益率约-

9.6%。其中股票型产品平均收益只有-15.07%，跑输同期沪深 300的

-13.75%。 

  从发行市场看，股票型产品明显受冷落，今年前三个月只发行

了 69只，仅为去年同期的 14.53%。债券型产品则较受欢迎，发行

量相当于股票型的 4.7倍，同比增加 28.97%。 

  股票型产品跑输大盘 

  截至 3月 31日，今年以来券商集合产品赚钱的只是少数，平均

收益率为-9.59%，获正收益的产品只有四成。 

  其中，股票型产品平均收益率只有-15.07%，跑输了大盘——同

期沪深 300指数下跌 13.75%。债券型产品收益相对较好，不过平均

收益率也只有-2.54%。 

  朝阳永续统计，一季度券商集合产品（剔除分级产品）中，业

绩领先的是投资新三板的产品。今年以来收益最高的联讯惠富 1

号，收益率达 72.43%，主要是参与在新三板挂牌的“经报证券日报

投资股份公司”的定增。此外，收益排名前十的集合产品中，还有

中山证券 2只产品，精选 1号和 2号，也是主要参与新三板投资的

产品。 

  发行数量锐减 

  受 A股市场影响，今年一季度券商股票型产品发行遇冷，1

月～3月共计发行的股票型集合理财产品只有 69只，还不及去年一

季度单月发行的数量。 

http://stock.hexun.com/quanshang/
http://stock.hexun.com/
http://quote.hexun.com/default.htm#stock
http://datainfo.hexun.com/wholemarket/html/cbcx.aspx
http://datainfo.hexun.com/wholemarket/html/cbcx.aspx
http://stock.hexun.com/sanban/
http://gongsi.hexun.com/fc_10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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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发行数量最少的是 3月份，新发的股票型产品只有 8只。

而去年 1月～3月，股票型产品发行数量分别为 158只、90只、227

只。 

  相比之下，债券型产品较吃香。今年一季度券商债券型集合产

品共计发行 325只，较去年同期增长 28.97%。 

  未来一段时间，债券型产品依然会是券商新发行产品的重点。

长江资管相关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今年会重点推出非线性收

益风险特征的产品，例如可转债、量化对冲及类固收类、以及非标

债券类产品。 

  加仓参与反弹 

  虽然一季度券商集合理财业绩普遍惨淡，但随着 3月底 A股出

现反弹，多家券商资管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近期已增加仓位

参与反弹。 

  “仓位方面中性略偏多，保持四成至七成仓位参与反弹”，国

金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投资经理马肃平表示，配置方向包括：较长

期持有确定反转的养殖业周期行业，以及养殖后周期行业，如饲料

疫苗等板块；各类新型服务业，如医疗健康服务；互联网传媒和娱

乐产业等等。 

  马肃平表示，市场接下来的走势大概率不会是一个持续反弹逼

空的节奏。因为在货币政策方面，农产品涨价导致 CPI（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走高，大宗商品反弹也将在二季度传导到 CPI数据上，

约束货币政策的边际再宽松的空间。 

2016-4-6 来源：证券时报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109.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109.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0636.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0061.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1715.shtml
http://datainfo.stock.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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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 

货币基金季末释放红利 短期收益反弹难持续  

   记者注意到，原本随着股市回暖收益下降的货币基金在一季度

末迎来一波反弹。 

  Wind数据显示，3月 31日，有 21只货币基金（包括短期理财

基金）的 7日年化收益率突破 4%，其中，交银理财 21天 A在 3月

31日当天的 7日年化收益率暴增至 16.2%，远超同类产品；北信瑞

丰现金添利 B和 A的 7日年化收益率也突破 6%，分别达到 6.46%和

6.25%。4月 1日，上述 3只基金的 7日年化收益率均略有上涨，依

旧位列前三。 

  沪上一基金公司渠道部人士告诉记者，在季末、年末等节点，

货币基金规模会出现大变动，基金公司一方面为了防止大规模赎

回，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货币基金来实现下一季度规模的大涨，往

往会释放一定的红利。 

  季末通常是银行吸储的关键时点，货币基金在季末面临的赎回

压力往往是最大的，由于季报仍未公布，但从每日交易的场内货币

ETF基金来看，易方达保证金、招商保证金快线、汇添富收益快钱

等基金在 3月 31日多出现份额缩水。有多家基金公司坦言，货币基

金在一季度末确实出现不同程度赎回。 

  总体来看，货币基金收益仍未回升。北京一货币基金经理表

示，货币基金收益确实在近期有所反弹，但并不能持续，目前资金

面并不紧张，“货币基金收益主要受资金面和政策面驱动，目前政

策仍维持宽松，因此，短期内货币基金仍难翻身”。 

  可见，短期的收益上涨并不代表货币基金的春天来临。数据显

示，3月 31日，476只货币基金平均 7日年化收益率仅为 2.71%，4

月 1日为 2.7%，4月 8日则下降到 2.62%，其中，交银理财 21天 A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519716.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59001.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59004.shtml


内部资料 请妥善保存 

15 

的 7日年化收益率骤降至 0.96%，直接垫底；有 40多只货币基金 7

日年化收益率低于 2%。而余额宝的 7日年化收益率也长期处于 3%

以下，近期多维持在 2.5%上下。 

  虽然货币基金目前收益率仍不高，但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多

次下调的背景下，依然不失为低风险投资的一种选择。上述北京基

金经理指出，货币基金针 对的投资者多为风险厌恶者或是闲钱管理

者，目前货币基金在操作上注重买入久期较长的品种，加上未来央

行短期内再次大幅度降息的可能性不大，市场短期利率会 有所上

行，货币基金作为避险投资品种依然值得关注。 

他指出，投资者可以在关注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时注意，节前、

月底、季度结束前申购甚至可以得到部分超额收益，不少基金公司

对货币基金收益的红利释放甚至可以持续一周。 

2016-4-11 来源：上海基金报 

 

94 家上市公司年报现 QFII 身影 持股市值近 300 亿元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3月 30日，国家

外汇管理局投放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新增额度 26.21亿美

元。至此，已合计 批准 274家 QFII累计发放 809.51亿美元投资额

度。同时，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累计审批额度

达 4714.25亿元人民币。 

  有关专家表示，资本市场逐步回暖，海外资金再次燃起抄底 A

股热情。 

  记者根据同花顺统计发现，截至 4月 10日，已披露年报的上市

公司中，有 94家股东名单出现了 QFII的身影，持股数量达 11.67

亿股，持股市值达 295.67亿元（以 4月 8日收盘价计算）。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3000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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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专家表示，去年第四季度至今，A股市场在经历了一波小

反弹后进入横盘整理阶段，今年年初出现大跌后，目前处于震荡筑

底的过程中，从 QFII 的增持和新进持股来看，除了个别品种表现

较好外，其他品种都受到了市场大环境的影响。但考虑到 QFII一直

被认为是择时较为精准的代表，因此在目前市场出 现企稳并反弹阶

段，投资者可重点关注 QFII的增持或新进股。 

  “在跟踪 QFII增持或者新进股时，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需要

结合今年一季报的相关数据来考量；二是可以对比去年下半年以来

股东的变化。”分析人士表示。 

2016-4-11 来源：证券日报 

 

 

私募基金 

公私募基金分歧 3000 点 瞄准新兴题材聚焦真成长 

3000点正成为当前 A股需要逾越的一个重要关口。 

  发轫于 2014年底的牛市行情，在当年 12月 8日冲过 3000点关

口之后扶摇直上至 5178点，但在此后的极端下挫行情中，短短两个

月被击穿至 2850点，此后反弹行情遭遇今年年初的熔断下跌至

2638点，经历了两个月的震荡反弹之后，再度攀登至 3000点附

近。 

  市场重回 3000点，在数次洞穿反复震荡之后，后市将如何演

绎？从机构观点看，在取势明道优术三层次看，依然存在分歧：从

取势上看，乐观派看好千点大反弹，悲观派认为市场还有一跌；从

明道上看，看好的公募基金满仓运行，悲观的私募基金依然保持低

仓位；最后从优术角度而言，除了最坚定的传统价值派，大多数基

http://funds.hexun.com/sm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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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经理都聚焦新兴产业，尤其是顺应社会发展大趋势、前所未为

的、并且短期内无法证伪的无人驾驶、VR、区块链等重大题材，市

场可以给予高估值的公司正成为机构博弈市场的标的，在趋势并不

明朗的情况下，博弈特征明显。 

  清明节后的市场跌宕不惊，围绕 3000点关口震荡，缺乏明显利

好的市场上冲乏力，但在前期震荡筑底相对充分的情况下，没有前

期抄底资金的撤出， 在此起彼伏的热点带动下，所带来的赚钱效应

让投资者风险偏好得以保持，市场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在此背

景下，市场趋势未成，方向未定，机构也显现分歧。 

  在 3月中旬就开始全面唱多 A股的前海开源基金，在此后震荡

反复过程中，始终坚信千点大反弹。4月 7日，中国外汇储备数据

公布，中国 3月外汇储备 32125.8亿，预期 31960亿，前值 32023

亿。中国 3月外汇储备环比增加 102.8亿美元，预期下降 63亿美

元，前值下降 286亿美元，中国外 汇储备重现反弹，在前海开源基

金执行总经理杨德龙看来，上述数据表明人民币汇率企稳，而年初

A股大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元旦期间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现

在人民币贬值压力大大减轻，利好 A股大反弹。 

  在申万宏源证券看来，上周五大盘失守 3000 点，表明市场环

境尚未根本扭转，滑头市中投资者心态不稳，后续股指料震荡加

剧。“全球范围流动性宽松的大环境偏暖，而境内是较为明确的刺

激政策导向，3月底以来，境外方面耶伦的鸽派言论、外管局 A股

持仓曝光、地方社保入市等，随着高送转、通胀早期等概念形成正

向反馈，市场短期偏利好，但难以持续的热点和投资者摇摆的心态

需要持续的利好消息去支撑。” 

  从私募基金对后市观点看，部分私募认为是技术回档，市场或

将持续向上。旭诚资产陈贇认为，大盘上周创出反弹新高之后由于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240017.shtm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1513.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0166.shtm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80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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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未能持续，在技术上属于技术上的主动回档，也是在突破 3000

点之后进行的回踩整固，一旦市场企稳，则无碍反弹行情的进一步

持续。和信华通冯志坚认为，短期市场会有所震荡，中期等待技术

形态走好，长线看待 A股牛市的逻辑不变。 

  在机构投资者看来，在市场跌宕 3000点的情况下，上攻缺动

力，下探有支撑，阶段性震荡或许就是当前市场的主要特征，在此

情况下，重大题材股就是“进攻”的方向。 

  沪上某私募基金经理表示，从市场近期表现看，题材股惊艳市

场，持续有利好推动的新能源板块表现抢眼，无人驾驶板块个股涨

势巨大，互联网金融借助白马公司业绩重新领涨，历久不衰的高送

转概念股更是没有缺席，“此起彼伏的题材股，提振市场人气，对

投资者风险偏好有提升作用。” 

  从机构投资者布局情况看，近期机构投资者调研的重点，也基

本聚焦于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VR等题材，以及前期受社会事件

影响的生物疫苗板块，以及景气度态势向好的太阳能板块。 

  统计数据显示，在智能驾驶板块相关公司中，传统制动系统龙

头亚太股份，最近一年来积极布局智能汽车并构建智能汽车产业生

态圈，年内迎来了 10多批机构投资者的调研，在 3月份智能驾驶概

念股的大涨后，前去调研的机构日趋增多，从 3月 17日至今，多达

5批数十家机构前去调研，包括国金、长江、海通等券商以及广

发、诺德等基金公司；国内钢圈龙头兴民钢圈(002355,股吧)，全面

切入车联网和智能驾驶领域，近期受到诺安、泰达宏利等基金公司

以及弘则研究等机构的调研。 

  深交所披露的投资者关系信息显示，新能源汽车行业近期再度

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强烈关注，包括先导智能、赣锋锂业、天齐锂

业、赢合科技、当升科技、沧州明珠，万向钱潮等新能源产业链公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539.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0640.shtml
http://iof.hexun.com/index.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2284.shtml
http://stock.hexun.com/quanshang/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2355.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2355.shtml
http://guba.hexun.com/002355,guba.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2460.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2466.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2466.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300457.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300073.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2108.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05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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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中先导智能、赢合科技、当升科技都被多家机构调研超过两

次，先导智能被调研三次。 

  在业内人士看来，资本市场永远关注最新的科技和概念，创新

技术也总会被赋予高估值，智能汽车和 VR作为强势概念，尽管目前

基本还处于炒作概念的阶段，但是这种概念超级炫酷并且短期内无

法被证伪的概念，注定吸引机构强烈关注，但在一窝蜂受到市场追

捧的情况下，关注商业模式及核心受益逻辑是机构看重 的，所以机

构调研会聚焦公司的核心内容。而生物疫苗板块，关注行业发展趋

势及受益板块，也成为机构调研目的所在，更是机构投资者的战略

布局方向。 

  优术：聚焦真成长 

  在判断市场 3000点关口震荡的情况下，题材股此起彼伏，这也

让投资者对于当前市场的操作逻辑显现出来，追求绝对收益的私募

基金维持较低仓位主攻题材股，而机构投资者则关注真成长，主要

体现在新兴产业公司中商业模式是否靠谱，以及如何维持竞争优势

等。 

  从机构调研中关注的重点问题看，对于概念抢眼的智能驾驶和

VR板块，机构还是聚焦于公司的核心内容，包括商业模式、公司战

略、核心优势等。 

  在调研亚太股份时，机构主要关注公司收购的多家公司如何整

合，公司的轮毂电机技术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公司智能驾

驶未来的大致规划。在调研佳创视讯时，机构关注公司在 VR方面的

具体进展及如何切入等。在调研光伏板块时，机构关注行业发展趋

势及业绩表现等。 

  从最新披露的基金年报看，近年来的绩优基金经理依然聚焦新

兴产业，宝盈资源优选基金经理彭敢认为，在现金流充裕和 A股不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310368.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310368.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213008.shtm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20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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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系统性风险前提下，以成长股为代表的创业板、盈利模式逐渐

清晰的新型蓝筹以及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等，都存在新时代资本市场

盛宴的机会。中邮战略新兴产业基金经理任泽松认为，我国产业结

构已在渐变，人口结构变化与收入增长推动消费从商品转向服务，

传媒、体育、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需求逐步释放，将在信息产

业、生物医药、消费升级、智能制造等领域重点配置。 

2016-4-11来源:上海证券报 

 

一季度私募黑马频出 最牛产品收益翻番 

   2016年一季度，市场延续了去年的极端脾气，震荡不已，前两

月大盘下跌 24.05%，3月份一举扭转颓势，上涨 11.75%，私募产品

净值也随着坐了一回过山车。 

  数据显示，一季度，股票型私募产品平均业绩为-9.68%，有接

近 90%的私募基金未能取得正收益。但震荡市中也涌现出一批黑

马，如蓝海一号等私募表现惊人，一季度收益高达 111.6%；与此同

时，一些明星私募遭遇了滑铁卢。 

  近九成私募亏损  收益最高翻倍 

  根据私募排排网对市场上 3330只非结构化股票策略私募产品所

做的统计，一季度，此类产品的平均收益为-9.68%，跑赢同期沪深

300指数 -13.75%的表现。一季度取得正收益的私募产品只有 401

只，占比 12.04%，也就是说有 88%的私募基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

损。 

  虽然总体表现不佳，但私募中依然不乏“爆款”，在一季度震

荡剧烈的市场中黑马频出。数据显示，一季度排名前十的私募基

金，平均收益高达 44.21%，逆市大幅创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

北京蓝海韬略资本苏思通旗下的“蓝海一号”产品。数据显示，截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59915.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590008.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17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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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4月 1日，该产品今年以来收益率高达 111.6%，表现遥遥领先。

从净值曲线来看，该产品年初空仓，躲过大跌。后在市场震荡过程

中把握反弹机会，操作非常灵活。据记者了解，蓝海韬略 3月还受 

让了上市公司量子高科 5%股权，该股票复牌后大涨，蓝海韬略浮盈

可观。 

  业绩排名第二的是湖南久联资产汪涛管理的“天玑财富 4

号”，截至 4月 1日，今年以来收益率达到 63.8%。值得注意的

是，该产品收益大部分来自 3月份，当月净值上涨 50.83%，可见该

私募很好地把握了 3月份市场阶段性机会。 

  资料显示，“蓝海一号”和“天玑财富 4号”两只私募基金都

是去年底成立的新产品。 

  另外，中信中硕基金、长江资管瀚丰 1号、和聚基金－财富 9

号、中信信托－金田龙盛、陶朱创富等多只私募产品一季度表现都

相当出色，今年以来净值涨幅在 27%～50%，而且收益主要是在 3月

份获得的，如中信信托－金田龙盛 3月净值涨了 35.02%，一季度总

体涨幅达 28.48%。 

  明星产品遭遇滑铁卢 震荡下业绩分化加剧 

  一季度复杂多变的行情，增加了私募基金投资操作难度，也造

成业绩的分化严重。数据显示，排名靠后的几只产品今年以来跌幅

均超过了 50%，相比“蓝海一号”111.6%的收益率，业绩首尾之差

超过 160个百分点。 

  在黑马私募基金表现彪悍的同时，一些明星私募产品一季度却

遭遇了滑铁卢。数据显示，截至 3月 25日，粤财信托－穗富 1号今

年以来的跌幅为 54.85%，而去年 11月、12月，该产品连续取得超

过 30%的月度收益，最终以 155.68%的年度收益排名第 19位。此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300149.shtm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1650.s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527.shtml
http://trust.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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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穗富投资旗下多只产品一 季度亏损也比较大，如粤财信托－穗

富 3号、穗富 6号、中融信托－穗富 8号等，跌幅均超过 35%。 

  另一只去年表现突出的私募产品倚天雅莉 3号，截至 3月 25

日，今年以来的亏损幅度也达到 43.05%，而该产品去年以 333.9%的

收益率夺得股票私募年度表现亚军。 

  不仅是倚天雅莉 3号，倚天投资管理的多只产品一季度表现皆

不如人意，如倚天雅莉 4号、倚天浙大中甲哲商 1号等，跌幅均超

过 40%。 

  同时，武当资产、新价值投资、康庄资产、鼎萨投资等明星私

募，旗下皆有几只产品一季度表现欠佳。但记者也发现，这些私募

多在 3月份扳回一局，比如新价值投资罗伟广管理的多只产品 3月

份皆取得了 20%以上的收益，但一季度整体跌幅仍超过 20%。 

2016-4-11 来源:中国基金报 

 

编辑:徐晓丹 

  

http://gongsi.hexun.com/fc_523.shtm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4415.shtml


内部资料 请妥善保存 

23 

产品说明 

为使会员单位及时了解保险资管行业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中国保险资产管

理业协会研究部定期（或不定期）向会员单位编辑发送系列信息产品。产品具体

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内容 周期 

《IAMAC内参》 

针对保险资管业或涉及的方面提出有关意见或

建议，仅供业界有关领导参阅的原创文章； 

不定期 

《大资管动态》（周报） 

搜集和汇编国内保险资管、银行理财、信托、证

券资管、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国际资管领域的有

关政策、事件、业务创新等动态信息； 

每周一 

《大资管文萃》 搜集和汇编有关资产管理领域的研究与文章； 不定期 

《险资管理思想云》 

搜集和汇编保险资管领域的有关观点、论述（论

文、专访等载体）； 

不定期 

《“IAMAC专家论坛”简报》 

对“IAMAC 专家论坛”演讲嘉宾的报告和领导

讲话内容进行概括和整理； 

每月一期 

《“IAMAC专家论坛”报告》 

对“IAMAC 专家论坛”演讲嘉宾的报告内容进

行整理和汇编。 

每月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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