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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管 

险企倾情捧场新型理财品 真正创新产品仍有限 

上线一年有余的跨界产品“娱乐宝”，近日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6月 14日，娱乐宝在上海电影节期间举行一周年庆典。过去一年中，

娱乐宝在互联网和影视产业跨界合作中，售卖了 9期共计 21个项目，

投资金额达到 5.3亿元，投资的电影票房累计 37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娱乐宝是由阿里数字娱乐事业群打造的增值服务

平台，网民出资 100元即可投资热门影视剧作品，并有机会享受剧组

探班、明星见面会 等娱乐权益。有别于余额宝的属性，娱乐宝将依

附于淘宝移动端，通过向消费者发售产品进行融资，最终投向于阿里

娱乐旗下的文化产业。 

  而保险公司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娱乐宝早期对接的保险公司是

国华人寿某款投连险产品。在第 1期娱乐宝项目中，该投连险借信托

计划将资金投向 4部电影，资金方和融资方谈好约定收益率，同时通

过银行出具信托履约保证函，保证资金安全，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7%。

随后在第 2期项目中，阿里继续与国华人寿合作，单个项目的投资上

限有所提升。第 3期娱乐宝将对接的兴趣落在了中国太保的某款分红

险上，投资期限设定为 3年。 

  分析人士表示，娱乐宝为保险公司寻求互联网渠道的创新空间提

供了可能，对于丰富相关的产品线具有借鉴意义，但从目前的发展情

况看，娱乐宝更像是保险理财产品的变种。 

  而从实际运行情况看，保险公司也在尝试对相应的投资风险进行

控制。据了解，为防范客户资金风险，国华人寿曾采取“单一客户保

费金额限额”的销售策略，每人最大购买金额不得超过 1000元，防

止客户购买超过自己风险承受能力以外的产品份额引发财务风险。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0636.shtml
http://insurance.hexun.com/
http://gongsi.hexun.com/fc_557.shtml
http://trust.hexun.com/
http://trust.hexun.com/
http://www.fangxinbao.com/company/32.html
http://www.fangxinbao.com/company/5.html
http://insurance.hexun.com/insurclass/
http://www.fangxinbao.com/feiLv/zhongjixian/
http://www.fangxinbao.com/feiLv/zhongji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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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互联网保险业务规模继续大幅增长，当年保费收入

858.9亿元，同比增长 195%。互联网渠道业务占总保费收入的比例达

到 4.2%，成为拉动保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保险公司披露的年报

显示，互联网保险业务下一步发展已经上升为多家公司的重点战略。

与此同时，真正基于互联网 思维创新的产品仍然有限，主力险种停

留在车险、万能险和短期意外险等标准化产品，同质化是待解的难题。 

2015-06-20来源：中国证券报 

 

五家险企打新获配近 20 亿  

  虽然上证指数一路攻城略地，在时隔 7年后再次冲上 5100点，但

随后的巨幅震荡让不少投资者开始调整投资策略。 

记者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向来追求稳健的保险资金目前也逐步将

仓位控制在中性，15%的投资比例已不算低，且不少险资为规避震荡

风 险，在投资操作上将部分浮盈落袋为安。然而，相比二级市场的

谨慎操作，险资在一级市场的打新热情因其收益确定且可观呈现出有

增无减的态势。 

  记者根据同花顺 iFind披露的数据统计，今年以来，因机构打新

热情持续高涨，网下获配比例再创新低，有的甚至在 0.1%以下。截

至 6月 17 日，今年以来保险账户共获配资金达 23.6亿元，较去年

同期的 14.8亿元增加近 60%，其中中国太平洋保险旗下相关账户共

获配资金超 7亿元，成为今年以 来打新的最大收获者，其次分别为

平安的 4.6亿元、国寿的 3.4亿元，新华的 2.9亿元和阳光 1.8亿元，

上述 5家险企打新获配资金近 20亿元。 

2015-06-20  来源：中国经济网  

http://insurance.hexun.com/cx/
http://www.fangxinbao.com/baoxian/yiwai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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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家互联网险企成立不到两年 估值已达 80 亿美元 

不管你听没听说过，中国众安在线这样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保险

公司估值已达 80亿美元。 

  据外媒本周五消息称，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一个财团向中国首

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众安在线)

投资 9.34亿美元，对应公司估值达 80亿美元。 

  众安在线在发给外媒的声明中称，该公司的融资来源是一群专注

中国的股权投资者，其中包括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鼎晖投资、凯

思博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和赛富投资基金。 

  这是针对中国企业融资潮的最新案例。中国互联网企业正在迅速

发展，打车、定餐等各种互联网企业纷纷兴起，此轮融资热潮推动这

类企业估值达到数十亿美元。 

  众安在线于 2013年 11月正式开业，该公司股东包括中国平安保

险和腾讯等多家科技公司。众安在线的第一大股东是阿里巴巴集团关

联公司浙江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后者旗下运营支付宝(Alipay)业务，

正在进军银行业。 

2015-06-19  来源：华尔街见闻 

 

 

http://insurance.hexun.com/
http://insurance.hexun.com/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0636.shtml
http://insurance.hexun.com/bxgfxyj/
http://gongsi.hexun.com/fc_946.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1318.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11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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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 

中行加入伦敦黄金定价机制 首个非西方成员  

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昨天（6月 16日）宣布，中国银行

下周将参与黄金基准定价，标志着这一全球黄金直接定价机制百年中

首次迎来非西方成员。 

中国银行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伦敦开展黄金交易，并利用在

国际市场多年的交易经验为国内客户提供全面的黄金产品和相关服

务。中行伦敦分行是中国现代银行业在海外最早设立的分支机构，

1987年成为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初始会员，此后二十余年始

终是唯一拥有会员资格的中资机构。 

LBMA首席执行官 Ruth Crowell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

LBMA创世成员之一，（中国银行）将成为第一个中国参与者，这是

应当的。” 

中国银行将成为扩大后的定盘机构一员，其他成员包括：巴克莱

银行，高盛，汇丰银行，摩根大通，法国兴业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

和瑞银集团。 

“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消费国，但以往中国从未在

全球黄金定价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总经理孙煜

表示。尽管中行参与伦敦黄金市场已有数十年之久，但此前黄金定价

一直由几家西方银行完成，这一安排起始于 1919年，过去在英国投

行洛希尔(NM Rothschild)的场所进行。孙煜表示，中行的直接参与

将有助于中国黄金市场变得更加国际化。该行表示，它将开发基于伦

敦黄金拍卖的新产品。 

2015-06-17 来源：观察者网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1988.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1988.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1121.s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1042.s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1042.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1166.shtml
http://news.hexun.com/canada/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britain/index.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6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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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 

养老信托前景良好 

随着国内银发潮的到来，养老产业的巨大发展需求给养老金融带

来无限空间，这其中养老信托由于具备专业管理能力、创新的养老消

费权益和服务等概念，引起市场普遍关注。 

在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养老信托中，北京信托认购养老消费权

益的设计颇为创新，是一种探索产融结合支持养老事业发展的新模式。 

据悉，北京信托与北京汇晨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推出“养

老消费信托”。该产品不同于此前落地的消费信托产品较多采取“单

一事务管理”模式，仍为集合信托，认购门槛 50万元，分次募集。 

分析人士表示，该产品的特点在于，通过消费选择权设计，使这

款产品同时具备可转换的资金收益和消费权益功能。换言之，其投资

回报涵盖了两部分可选。一是 “养老消费权益”，由产业合作方北

京汇晨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具体为入住项目养老公寓，借此

可提前锁定养老床位或未来养老消费价格及优先权。而认购 养老消

费信托后，受益人通过放弃货币类收益，可“免费”入住同标的养老

公寓，获得一系列养老消费权益。实际上也将获得较市场价格一定折

扣的优惠。二是“货 币收益”，以“基准收益＋浮动收益”为安排，

收益分配周期为每季度，产品存续期间的每一信托年度内，北京信托

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公告该年度的基准收益率。而 在某个核算日，当

信托财产实际收益率大于基准收益率时，就未实现养老消费权益的信

托单位，可获得浮动信托收益。 

http://trust.hexun.com/
http://gongsi.hexun.com/fc_10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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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一信托计划无固定期限，可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及信托

计划运行情况全部或部分提前终止。 

另一方面，在养老信托中，“居家养老”的概念也逐渐受到投资

者的欢迎。近期，中信信托及旗下中颐信(北京)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

北京慈爱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合作，推出中信仁信居家护理养老信托

产品。 

据了解，该产品以居家护理养老消费为核心，以财富保值增值为

辅助，一方面能够为老年人甄选优质服务提供商，保证服务质量，保

障客户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资金的使用更加安全，为老年人进行

更加稳健的资金管理和投资架构设计，保证老年人有更多的理财收益

可以用于养老消费，部分解决了养老支付问题，从而为老年 人提供

“理财养老”的一站式服务。 

首期合作产品分为尊享 A类和尊享 B类两种产品，信托产品期限

均为 3 年。尊享 A类产品客户交付 50 万 元，3 年后到期全额返还，

信托生效后，客户可以享受超值专项居家护理服务。尊享 B类产品客

户需交付 100万元，3年后到期全额返还，信托生效后，客户可以 享

受慈爱嘉提供的超值一站式居家护理服务。 

2015-06-19 来源：上海金融报 

 

首单信托 PPP 落地在即 信政合作迎变局 

地方平台公司被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已近一年，越来越多的金融机

构正为基建加码而纠结。信托作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

开始尝试用新的业务方式来参与稳增长而推出的庞大基建计划。被推

崇的“PPP”模式则是信托公司与之合作的一种最新方式。知情人士

http://gongsi.hexun.com/fc_527.shtml
http://www.shfinancialnews.com/xww/2009jrb/node5019/node5051/node5055/userobject1ai146010.html
http://trust.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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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信托巨头中信信托正计划用这一模式为河北唐山的一处准公益

基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如无意外，这一项目将会在近期落地，并成

为中国信托行业首单成功落地的 PPP项目。此外，一些信托公司也在

近期参与 PPP产业基金。 

不过，传统的信政合作模式并没有被抛弃。在地方强烈的融资及

信托公司自身经营需求的背景下，旧模式在经历一番调整与变通后依

旧存在。业内人士认 为，即使地方债务融资未来全部转化为市政债

和 PPP，从理论上来说也不会影响信托资金以适应性的有效创新方式

介入基础产业建设。 

一份来自唐山市政府网站的公告显示，中信信托参与的这单 PPP

业务为“2016 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此外，

该网站一篇发布于今年 5月 11日的新闻称，该项目“已完成资格预

审和竞争性磋商等政府采购流程，我市首个 PPP典型示范项目成功落

户”。 

所谓 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去年 9月，《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简称 43号文）下发，这一文

件在剥离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的同时，推广使用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 

具体而言，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

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定

价、财政补贴等事先 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使投资者有长期稳定收

益。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出资，按约定规则独自或与政府共同成立

特别目的公司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投资者或特别 目的公司可以通

过银行贷款、企业债、项目收益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举债

并承担偿债责任。政府对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按约定规则依法承担

http://gongsi.hexun.com/fc_5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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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经营 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相关责任，不承担投资者或特

别目的公司的偿债责任。 

唐山市政府网站前述新闻称，该项目由政府和社会资本按照股权

比例注资，成立项目公司，具体负责唐山世园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

运营。项目合作期限 为 15年，社会资本固定投资收益不高于 8%，

收益来源为项目运营收益，不足部分由政府安排运营补贴。项目到期

政府指定专门机构对社会资本股权原值回购。 

2015-06-19 来源：中国证券报 

 

基础产业信托发展趋缓 信托掘金资本市场 

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一季度末，信托全行

业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 14.41万亿元（平均每家信托公司管理资产

规模达到 2119.10亿元），较 2014年 1季度的 11.73万亿元，年度

同比增长 22.85%；较 2014年末的 13.98万亿元，季度环比增长 3.08%。 

无论是同比增速，还是环比增速，资产规模的增速均明显回落。其中，

基础产业仍是资金信托的第二大配置领域，规模为 2.79万亿元，占

比为 20.75%，基 础产业信托延续 2014年发展趋缓的态势。 

数据显示，2014年基础产业投向占比呈持续下降趋势，2014年

一季度占比为 24.78%，二季度占比为 23.10%，三季度占比为 21.80%，

四季度占比为 21.24%。2015年一季度，基础产业信托占比与 2014年

一季度的 24.78%相比，同比下降 4.03个百分点；相比 2014年末的

21.24%，环比下降 0.49个百分点。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翟立宏认为，基础产业投向

占比持续下降，其原因主要是国家宏观政策对地方债务进行规范和约

http://www.shfinancialnews.com/xww/2009jrb/node5019/node5051/node5055/userobject1ai146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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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不过信托的长期 资产配置功能与基础产业投资所需资金的长期

性有着较多的契合点，即使地方债务融资未来全部转化为市政债和

PPP，从理论上来说也不会影响信托资金以适应性 的有效创新方式介

入基础产业建设。 

与之相对应的是，2015年一季度末，证券投资超越金融机构成

为资金信托的第三大配置领域。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一

季度证券投资信托 规模为 2.23万亿元，较 2014年 1季度同比增长

79.84%，其中，证券投资（债券）信托规模约为 1.26万亿元，其在

信托资金投向的占比为 9.40%，较 2014年一季度末占比提升 2.02个

百分点；证券投资（股票）信托规模约为 7770亿元，其在信托资金

投向的占比为 5.77%，较 2014 年一季度末占比提升 2.94 个百分点；

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规模为 1864亿元，其在信托资金投向的占比

为 1.39%，较 2014年一季度占比提 升 0.45个百分点。 

对此，翟立宏认为，得益于“多方式运用、跨市场配置”的灵活

经营体制，信托业对 2015年 1季度的牛市行情做出预判和灵活调整，

增加证券投资类 产品的发行。事实上，随着 A股走牛，信托公司开

始大力布局证券投资业务。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凭借着灵活的业

务实操及此前积累的较为深厚的高净值客户基 础，信托公司已在证

券投资领域形成多种业务形式，其中既包括前述集合证券投资信托、

伞形信托，也包括单一账户结构化信托。从投资领域来看，既包括传

统投资 直接投资 A股二级市场的产品，也包括借道公募基金参与

“打新”。 

此外，随着今年初以来新三板升温，一些信托公司抓住机遇大力

拓展新三板投资业务，发行不少新三板集合信托计划。例如，中建投

信托在此前与私募基金、券商合作发行了新三板系列产品。普益财富

http://funds.hexun.com/smjj/
http://stock.hexun.com/quan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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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新三板是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重头戏，无论是政策支持力

度还是挂牌公司质量，都预示着这个市场近几年有较大的投资机会，

并将成为信托公司在 2015年的业务转型突破口之一。 

2015-06-19 来源：中国证券报 

 

 

证券资管 

东兴证券上市百日再谋定增 募资百亿或超 IPO 时 3 倍 

6月 10日，东兴证券公告称，拟以不低于 33.22元/股的价格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4亿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营运资金，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推

进创新业务发展、优化业务结构，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

力。 

截至预案出具之日，东兴证券总股本为 25.04亿股，其控股股东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东方资产”）持有股份 14.55 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8.09%。如按 150亿上限计算，发行完成后，东方

资产持股比例将降至 50.09%，仍为东兴证券第一大股东。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本是资本市场稀松平常之事，但东兴证券此番

定增却有些“与众不同”。东兴证券于今年 2月 26日 IPO上市，距

今不过百日，募集资金为 45.9亿元。而此次定增按照上限计算，其

募资规模是 IPO募资额约 3.27倍。 

根据定增预案，东兴证券拟向不超过 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4亿股 A股，发行价不低于 33.22元/股，募资总额不超

过 150亿元。 

http://www.shfinancialnews.com/xww/2009jrb/node5019/node5051/node5055/userobject1ai146010.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5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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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今年 2月 26日，东兴证券刚刚登陆资本市场，以 9.18元/

股的价格 IPO发行 5亿股，募集资金 45.9亿元。而距上市之日仅 3

个多月，东兴却再次定增募集资金过百亿。也就是说，如果按照 150

亿上限计算，此番定增募资规模是 IPO募资额约 3.27倍。 

东兴证券表示，自 2015年 2月上市以来，资本实力得到了较大

提升，但与行业其他大型证券公司相比，净资本规模仍处于偏低水平，

尤其当前面对行业转型、创新的大潮，公司在拓展传统业务规模、加

快推进创新业务发展及创新产品研发方面受到净资本规模偏小的制

约。 

对于资金的具体用途，东兴证券表示，将利用本次募集资金加大

互联网金融的系统建设力度，发展金融产品代销系统与新一代账户体

系，提高多种账户的管理与在线支付能力，探索发展 O2O 业务模式。

通过大数据分析，增强市场研究与产品研发能力，打造具有互联网金

融特色的业务产品。 

实际上，面对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

开始了“互联网+”业务的尝试，东兴证券也不例外。上市不久，东

兴证券便与新浪网于 4月 7日启动了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方面的深度

合作。合作围绕品牌、数据、产品、服务展开，以网络券商、炒股大

赛、寻找股市民间高手、大数据金融产品等形式全方位推进。 

尽管背靠东方资产管理的“大树”，东兴证券仍是典型的区域性

券商。资料显示，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东兴证券共有 58家证券

营业部及 4家 分公司，其中 33家营业部分布在福建地区，占公司证

券营业部总数的 56.90%。而触网新浪则可以弥补经纪业务利润来源

集中度较高问题，有助于公司提升经 纪业务的市场份额。 

2015-06-22 来源：时代周报 

http://iof.hexun.com/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us/SINA.shtml
http://match.vip.hexun.com/Default.aspx
http://match.vip.hexun.com/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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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新兴板“呼之欲出” 目前券商正在储备项目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

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搞活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融资”

章节中，提出“积极研究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企业到创业板

发行上市制度，推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分析

指出，这意味着战略新兴板的设立已获高层认可，战略新兴板“呼之

欲出”。有券商人士表示，战略新兴板很可能在今年年底和注册制一

起推出，券商目前正在储备项目。 

今年 5月 25日，在上海市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中，特别强调要加快在上交所设立战略新

兴板，推动尚未盈利但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创新企业上市。5 月底，

人民银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5)》指出，继续壮大主板、中

小板市场，积极推动证券交易所市场内部分层，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推出战略新兴板，全面推进创业板改革，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有研究指出，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多层次的局面有了提升，主板、

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深圳前海与上海股交等各地股交中心等不

断丰富，股指期货、期权、沪港通等不断完善，而目前上交所准备推

出的战略新兴板，可以说是多层次市场的又一推行。 

对于战略新兴板的定位，上交所总经理黄红元曾表示，战略新兴

板主要服务于已跨越创业期、进入快速成长阶段、规模较大、在细分

行业领域占据龙头地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刘世安则指出，战略新兴

板建设方案 主要有定位、上市条件、制度安排等三大核心内容，新

市场主要服务于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以及生物科技等

行业。 

http://data.auto.hexun.com/logo/8/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0636.shtml
http://stock.hexun.com/cybcn/index.html
http://stock.hexun.com/cybcn/index.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240017.shtml
http://stock.hexun.com/quanshang/
http://stock.hexun.com/zxb/
http://stock.hexun.com/zxb/
http://stock.hexun.com/sanban/
http://qizhi.hexun.com/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58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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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组发

表文章指出，借鉴境外交易所在市场内部分层方面的经验，上交所战

略新兴板在制度设计方面可以做如下考虑:设置多样化的上市财务标

准， 适应创新型企业融资需求；参照创业板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交易结算机制上宜与主板保持一致；在现有监管组织架构和规则体系

下，加强对战略新兴板企业的信 息披露监管，执行严格的退市制度，

同时简化企业再融资流程；战略新兴板形成一定规模后，探索建立转

板机制。 

据悉，酝酿中的战略新兴板市场，上市企业的财务标准将来或有

四种形式可供选择，包括“净利润＋收入”以及三个以市值为核心的

财务指标组合:“市值＋收 入”、“市值＋收入＋现金流”、“市值

＋权益”。其中，在“市值＋收入”的财务指标下，拟上市企业的市

值或不得少于 15亿元，且最近一年的营业收入不少于 1亿元。在“市

值＋收入＋现金流”的指标下，市值或不少于 10亿元，且最近一年

的营业收入至少有 1亿元。在“市值＋权益”的指标下，拟上市企业

的市值或不 少于 30亿元，且最近一期末总资产不少于 3亿元，净资

产不得少于 2亿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2015-06-19  来源：上海金融报  

 

公募基金 

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下月起实施 已制定基金互认指引 

今年 7月 1日起，内地投资者将可以直接购买符合条件的香港基

金了！日前，此消息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 2015年第二季度政策新

闻发布会上再获确认。外管局综合司司长王允贵表示，经国务院批准，

http://yanbao.stock.hexun.com/yjspm.aspx
http://stock.hexun.com/2012/tuishizhidu/
http://gov.hexun.com/safe/index.html
http://gov.hexun.com/saf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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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香港两地基金互认将于 7月 1日正式实施。在此框架下，内地

投资者可以在境内购买香港的公募基金，内地的公募基金也可在香港

市场出售。 

王允贵透露，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初期投资额度是资金进出各等

值 3000亿元人民币。目前，关于两地基金互认外汇管理操作指引已

制定完毕，即将下发。 

据悉，在首阶段，只有一般股票基金、债券基金、混合基金、非

上市指数基金及实物跟踪指数交易所买卖基金才符合资格参与基金

互认安排。 

有分析认为，内港基金互认将利好港股。广发证券认为，以 A股

的估值体系来看，香港市场有很多标的的估值非常有吸引力。与此同

时，政策层仍在推进两地市场的进一步接轨，如公募可以通过沪港通

渠道、未来的 深港通等等。已经大幅走牛的 A股仍然存在相当多的

机会，而相比之下港股市场更是洼地，是一座金矿。未来部分港股的

估值将有逐步向 A股靠拢的趋势，而目前是布局的最好时机。 

2015-06-19 来源：广州日报  

 

今年来六成分级基金 B 收益翻番 9 只涨幅超两倍 

在这轮牛市中，各类主题、行业分级层出不穷，更有多家基金公

司凭借分级基金规模暴涨，晋身行业新贵。近期，招商、博时、大成、

融通等大中型基金公司也纷纷发布首只分级基金产品，正式加入这场

分级大战。 

分级基金令人咋舌的赚钱效应带来的大量申购使不少基金公司

赚得盆满钵满，但同质化竞争也日趋激烈。据记者了解，这些新入阵

http://hk.stock.hexun.com/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07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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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金公司均布下了严 密的分级基金阵术。从目前的行业状况来看，

三种新趋势正在出现，即 A份额收益率普遍提升、尝试交易创新、费

用降低甚至出现零申购费现象。 

本周，由于市场暴跌，自带杠杆属性的分级 B也不再风光。6月

15日，分级 B整体下跌 2.85%；6月 16日，除新上市品种外全部 B

份额均现下 跌。昨日，市场出现 V型逆转，盘中不少前期大热的 B

份额一度逼近跌停，但尾盘收复失地，最终仍有 11只分级基金收跌。

受市场情绪拖累，新上市的 1000B、改革 B 不涨反跌，且跌幅居前。 

不过整体而言，今年以来分级基金的表现已经十分亮眼。根据

Wind资讯，截至 6月 17日，可统计的 55只分级基金全线飘红，其

中 34只分级 B涨 幅已经翻倍，这意味着只要在年初买了分级基金 B

份额，就有 61.8%的可能性实现翻倍。涨幅超过两倍的分级基金也有

9只，其中，由于指数表现强势，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的 B份额表现

遥遥领先，今年以来涨幅已经达到 308.01%。一直站在风口的传媒 B、

TMTB、信息 B、互联网 B涨幅也相对居前。 

若以主动管理的偏股型基金与之对比，根据金牛理财网的数据，

截至 6月 16日，股票型基金今年以来排名位居第一的富国低碳环保

股票涨幅为 185.91%，混合型基金中排名第一的宝盈新价值涨幅达到

209.01%。事实上，主动型基金中净值增长率位居前 30的产品大部分

涨幅都在 150%- 200%之间，虽然跑赢了指数却未跑赢部分分级基金，

原因就在于分级 B自带杠杆，初始杠杆通常设置为 2倍，上涨时会比

一般股票都涨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分级 B的杠杆游戏同样有风险，而目前玩法主要

都是风险意识较低的散户。公开数据统计显示，从近期上市分级基金

的投资者结构来看， 个人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近八成，一些基金甚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59915.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06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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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出现个人投资者豪掷数亿元资金认购分级基金的情形。据统计，本

月上市的11只分级基金A份额和B份额合计上市 规模为83.44亿份，

个人投资者持有份额达到 64.21亿份，个人持有比例高达 77%。 

2015-06-18来源：中国证券报 

 

 

私募基金 

慎防牛市陷阱 监管层重拳整治“非法私募”  

虽然大盘行情经历了几次大幅度的跌宕起伏，但仍未打消投资者

对 A股的投资热情，火爆的行情给不少非法私募以可乘之机，导致非

法私募猖獗。为进一步营造打击非法私募活动的环境，引导百姓理性

投资，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北京市相关监管部门启动全市打击非法

私募活动专项整治行动。 

所谓私募基金是指私下或直接向特定群体募集的资金。私募基金

往往是一种非公开宣传的、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的集合投资。然而，

监管机制不健全和 监管不到位导致一些机构和个人打着私募股权基

金旗号，进行非法私募，利用民众投资渠道狭窄，承诺高回报率，对

投资者形成误导，构成非法集资或集资诈骗。 

据了解，目前已有中金信安、中金赛富、中投金汇、山西和利等

4家公司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另有华兴泰达正在调查之中。对本次

专项整治行动中不予配合或发现违法问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将依照

相关规定进行处分；涉嫌非法集资的，将移动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

任。 

2015-06-19 来源：信息时报  

http://funds.hexun.com/sm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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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私募冠军收益超 400% 定增策略业绩整体领衔 

5月份跑赢业绩榜的单个私募基金产品，则是管理期货策略单账

户产品—韦航进取 2号，它以 412.57%的单月收益远远跑赢其他 3000

多只不同策略私募基金产品。 

随着 5月份 A股震荡上涨，不同投资策略的私募基金产品业绩分

化趋于明显。 

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显示，纳入 5月排名统计的股票策略、相对

价值策略（以量化投资为主）、管理期货、宏观策略、事件驱动策略

（以定向增发投资为 主）、组合基金（FOF）、债券策略、复合策略

等八大策略私募基金产品，平均收益率达到整体收益上涨 8.47%，大

幅跑赢同期沪深 300指数 6.56个百分点。 

在业绩跑赢大盘背后，各个策略的单月收益分化严重。 

排名第一的事件驱动策略（定向增发为主）单月收益率达到

13.08%，后面依次是股票策略 12.75%、复合策略 11.76%、组合策略 

9.42%、宏观策略 8.98%、商品期货策略 6.75%、相对价值策略 4.06%。

唯一跑输同期沪深 300指数涨幅的是债券策略，它的单月收益率仅有 

0.99%。 

多位私募基金人士透露，得益于牛市行情的延续，令不少期货投

资资金与债券投资资金纷纷转投股票类私募基金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5月份跑赢业绩榜的单个私募基金产品，则是管

理期货策略单账户产品—韦航进取 2号，它以 412.57%的单月收益远

远跑赢其他 3000多只不同策略私募基金产品。 

http://futures.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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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内人士看来，基于期货投资的高杠杆高收益特点，管理期货

类私募产品跑赢单个私募产品业绩榜并不意外，尤其是 5月份股指期

货出现大震荡行情，令踩准市场节奏的期货类私募产品赚得盆满钵满，

不少产品单月均实现业绩翻倍。一位私募基金经理提醒说，在牛市行

情里，收益率仅仅是评判私募产品投资水准高低的依据之一。随着 A

股行情逐渐进入震荡慢牛行情，投资者还需要关 注私募产品的净值

波动率、净值最大回撤值、以及净值收复失地的时间长短等，更全面

地判断私募基金经理的实际风控水准与市场应变能力。 

2015-06-18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徐晓丹 

 

  

http://qizhi.hexun.com/
http://qizhi.hexun.com/
http://epaper.21so.com/html/2015-06/18/content_130155.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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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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材料，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

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本协会对使用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

间接损失概不负责。本报告版权为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所有，仅供发送会员单位内

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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