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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管 

保监会发文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 

近日，中国保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有关

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的关联交易

行为，防止利益输送和风险交叉传递。 

近年来，随着保险资金运用改革不断深入、投资渠道持续拓宽，

保险公司的关联交易呈现增长趋势，部分中小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占比

偏高、交易对手比较集中、另类投资领域的关联交易增幅明显。部分

保险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不健全、落实不严格，保险公司关联交

易的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通知》着眼于解决当前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呈现出的阶段性重点

问题，通过比例控制、程序优化、信息披露和问责机制等综合手段，

实现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重大风险的有效控制。 

《通知》针对保险公司总资产、重点大类资产投资总额、对单一

关联方投资余额等维度，设定了必要的比例上限。同时，加强保险公

司关联交易的内部审查，强化非关联董事和独立董事作用，进一步明

确信息披露要求，增强关联交易的透明度和外部监督 

2015-4-7 来源：保监会网站 

 

安邦保险即将完成金控拼图 险企布局信托大势所趋 

不断购入金融资产的安邦集团，终于对其仅缺的一块金融牌照出

手。记者获悉，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斥资 6635.3万元、2312万元参股天津信托，合计持股 5.26%。 

资料显示，在此之前安邦保险的金控版图架构，包括产险、寿险、

http://insurance.hexun.com/bxgfxyj/
http://insurance.hexun.com/
http://trust.hexun.com/
http://www.fangxinbao.com/baoxian/shou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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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险、养老险、国内资产管理公司、香港资产管理公司、保险销售、

保险经纪、成都农商银行、邦银金租、世纪证券等，仅缺信托牌照。 

实际上，最近保险公司收购信托股权，以及信托公司参股保险公

司的情况亦不少见。“通过信托灵活的机制，安邦可以继续涉足其他

领域，扩展投资范围，加强其自身发展。”格上理财分析师王燕娱表

示，现在险资对投资收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信保合作是明显的互惠

互利，险资在资本上支持信托发展，信托在平台上则可以助力保险更

多元化的发展。 

2015-4-10 来源：经济导报 

 

 

银行理财 

银行理财收益节节败退  

月末、季末刚过，银行理财的预期年化收益虽然出现了小幅波动，

但惯性的“季末效应”并未维持多久。近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银行

理财产品在清明小长假后收益率呈现下降趋势，预期收益率超过 6%

的银行理财产品难觅踪迹，而另一边随着股市的红火，挂钩股票的结

构性理财产品开始增多。 

尽管一季度末一些银行的理财产品出现了小幅攀升，但进入 4月

份后，各家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迅速下降。记者走访多家银行网点

看到，5.5%以上收益率的传统银行产品并不多见。 

数据统计，上周非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累计发行 577款，其

中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5.44%，较前一周反而下

降 0.01 个百分点；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累计发行 149 款，其中人民

http://www.fangxinbao.com/baoxian/zhongjixian/
http://www.fangxinbao.com/baoxian/yanglaoxian/
http://insurance.hexun.com/insurclass/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2316.shtml
http://stock.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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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非结构性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52%，较上周下降 0.01 个百

分点；保证收益类产品累计发行 54 款，其中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的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65%，与上周持平。 

另据普益财富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周预期收益率在 6%及以上的

理财产品共 47 款，市场占比为 6.33%，环比仅上升 0.11 个百分点。

如此看来，虽然处于揽储时期，但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波幅不大，

上周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水平更是出现小幅回落。 

记者走访多家商业银行发现，目前大多数银行的中短期理财产品

收益率都在 5%-5.5%之间，曾经在季末出现的冲时点揽储效应也未能

在近期发行的理财产品中有体现。“降息后，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

年化收益率也会随着存款利息的下调而降低，老百姓会更有意愿将资

金投放到收益高于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的稳健理财渠道，”有分析师

认为，二季度央行的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宽松状态，银行理财产品的

平均预期收益率难走高，但也不会大幅下滑。 

2015-4-10 来源：金融投资报 

 

 

信托 

证券投资信托发行节奏火箭式提速 

上证综指徘徊于 4000 点，最近 2 个月以来已上涨近 1000 点，A

股第二阶段行情延续，与此同时，阳光私募（证券投资类信托）市场

也异常火热。 

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近一个月以来业绩排名前 10 股票策略的

中国对冲基金收益率均超过 50%，其中收益率最高的“永隆新三板投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3883.shtml
http://gov.hexun.com/pbc/index.html
http://funds.hexun.com/smjj/
http://trust.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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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达 133.91%，近一个月业绩最好的信托型对冲基金—“北方

信托-盈阳七号”，收益率也达到 70.14%。 

收益的提升也带动了证券投资类信托的发行市场。用益信托数据

显示，截至 2015 年 4 月 9 日，今年以来已发行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

840 款，占信托发行总量的 39.89%，较去年同期提升 15.49 个百分

点；发行证券类投资信托产品规模为 454.53 亿，占信托发行总规模

的 16.22%，较去年同期提升 10.72个百分点。 

2015-4-1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互联网＋”之风劲吹 信托公司也开网上直营店了 

在互联网时代，一向慢半拍的信托公司也开起了网上直营店。近

日，记者获悉，中铁信托和陆家嘴信托在信托网上开起了网上直营店。

客户只需注册成为信托网的用户，便可通过网上预约在售信托产品的

方式，直接从信托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了。 

在“互联网＋”的火热浪潮中，尽管信托公司在网上直营运营中

迈出一大步，不过考虑到信托产品的私募性质，信托公司多少显得有

些谨慎。 

当前，“互联网＋”模式日趋火热，这一模式大大加快了传统行

业的转型升级，而信托公司也开始顺应时代潮流，“互联网＋信托”

模式悄然出现。最初，信托公司只是组建互联网专业团队，后来又建

立微信公众号，如今更是直接销售渠道搬至网上，比如，中铁信托和

陆家嘴信托就开起了网上直营店。 

据了解，中铁信托与陆家嘴信托两家公司近期分别将自己的 3款

信托产品推至信托网直营店销售，客户只需通过注册成为网站用户便

可通过网上预约信托产品的方式，直接与信托公司理财经理联系，获

取产品详细信息。 

http://trust.hexun.com/
http://funds.hexun.com/sm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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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陆家嘴信托公司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去年以

来，信托公司大力发展自身销售能力，拓宽销售渠道。开展网上直营

店也是加强线上、线下营销合作，增加客户量。 

信托网研究员王仲春向记者表示，“信托网为信托产品发行机构

提供网上直营平台，类似于天猫旗舰店。信托公司入驻网站开直营店，

可保证用户看到的各类型理财产品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客户也能在

第一时间获得信托公司理财经理提供的专业服务，解决了产品销售过

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014年 4月以来，银监会陆续发布了“史上最严厉的监管政策”，

其中《关于 99号文的执行细则》，明确禁止信托公司委托非金融机构

推介信托计划，防止第三方非金融机构代销风险向信托公司传递，这

也迫使各家信托公司收缩与第三方理财机构的合作，建立自己的营销

渠道。 

2015-4-9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证券资管  

海通证券发布基金公司业绩排行 

2015 年一季度收官，主动权益类基金收益颇丰。在始于去年并

延续至今的牛市中，国内基金公司的投资能力哪家强？海通证券最新

发布的基金公司业绩排行榜或许给出了答案—浦银安盛基金权益投

资能力“封王”！截至一季度末，该公司今年以来、最近一年、最近

两年和最近三年的业绩在所有参评公司中全部夺魁；其最近半年、最

近五年的表现也高居同业第二。 

http://gongsi.hexun.com/fc_331.shtml
http://gov.hexun.com/cbrc/index.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837.shtml
http://datainfo.hexun.com/wholemarket/html/cbc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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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查阅海通证券权益投资基金绝对收益榜单，截至一季度末，

浦银安盛凭借年内 57.94%的平均业绩以绝对优势领跑群雄，这一成

绩领先排名第二的银河基 金超 10个百分点，也是榜单中领先一家业

绩超 50%的公司。排名前五的还有富安达、汇添富和上投摩根。此外，

从一季度基金公司整体表现来看，也体现出一定 的业绩分化现象，

排名首尾的公司业绩差距超过 50%。 

展望 4 月行情， 浦银安盛基金持乐观态度，从行业配置角度看

建议采取均衡配置策略，成长股和蓝筹股并重，兼顾主题投资。其逻

辑在于，成长股方面，无论是 2015 年有关部门工作报告，还是“互

联网+”计划，一系列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的取向都将贯穿 2015

年全年，这也决定了成长股依然是全年配置主线。而蓝筹股方面，两

融余额数据在 3月呈现趋势性上升。另外，蓝筹板块的政策驱动因素

再度发力。结合一季度成长股板块大幅跑赢蓝筹股，建议 4月份行业

配置可以更均衡些，适当增加蓝筹股配置。 

2015-4-10 来源：东方早报 

 

东兴证券与新浪网启动全面战略合作 

互联网金融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券商开始全面拥抱互联网。

4月 7日，东兴证券与新浪网在北京举行战略合作启动仪式，全面启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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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东兴证券与新浪网联合牵手致胜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巨头

与上市券商新贵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目前，东兴证券正快速完成

“线上+线下”网络营销布局，高调进军互联网金融领域。作为互联

网巨头，新浪网拥有庞大的客户资源，在媒体运作、资讯推广、大数

http://quote.hexun.com/default.htm#stock
http://datainfo.stock.hexun.com/
http://iof.hexun.com/
http://stock.hexun.com/quanshang/
http://gongsi.hexun.com/fc_520.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us/SINA.shtml
http://datainfo.stock.hexun.com/
http://match.vip.hexun.com/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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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处理、互联网技术创新、网络用户行为分析等方面有 巨大的优势，

正在积极切入互联网金融。双方经过长期接触，通过在产品、销售、

商务、技术、客服等多层面深入洽谈，最终达成长期、深度战略合作

的共识。 

根据双方达成的合作意向，新浪财经将对东兴证券开放核心广告

资源，协助东兴证券进行用户流量导入。东兴证券的网上开户、在线

客服、产品销售等终端通过与新浪财经系统的对接和打通，为客户提

供更加便捷的证券在线开户和交易、在线金融产品销售和咨询等服务，

提升开户、交易、服务等环节的用户体验。 

新浪财经还将向东兴证券提供大数据支持。在数据为王的时代，

大数据的应用是互联网金融无可争议的发展趋势之一，各券商正争相

从大数据中掘金。运用“大数据”，东兴证券能够更快更有效的建立

起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管理和服务体系；通过对大数据分析，东兴证

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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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网民、投资者提供全方位、专业、高效、便捷的金融

服务。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东兴证券与新浪财经合作是双方在各自领域

的专业融合，有助于双方在“互联网+金融”的道路上更快更好的发

展。 

2015-4-7 来源：中国新闻网 

 

公募基金  

今年股基平均业绩突破四成 

A股今年以来的强势行情，令股票型基金的业绩水涨船高。WIND

http://wizard.stock.hexun.com/adstat/startNew.aspx?p=16&t=1&i=678


大资管动态（周报）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 研究规划部 

9 

数据显示，截至 4月 8日，可比的 416只普通股票型基金今年以来的

平均收益率已高达 41.52%，其中领头羊添富移动互联今年以来的收

益率高达 94.4%。值得关注的是，与此前业绩分化严重有所不同的是，

今年以来股基业绩的“贫富差距”有所缓和，约一半的股基收益率超

过平均水平。 

在基金经理们的眼里，虽然近日市场震荡剧烈，但是 A股市场的

牛市趋势未改，源源不断涌入的场外资金、政策面“稳增长”措施不

断以及监管层对 A股“健康牛”的呵护，都将构成此轮牛市不断上行

的坚实基础。 

2015-4-10 来源：中国证券报 

 

多家基金公司外汇额度告罄 QDII 掀暂停申购潮 

4月 9日下午 1点 40分，105亿元港股通额度再次提前用罄。就

在一天前，港股通额度于下午 2点全部用完，创下了沪港通起航以来

的历史高峰。 

与此同时，另外一条投资港股的路径—QDII 基金也分外火爆。

仅 4月 8日一天，就有超过百亿资金申购 QDII基金。 

其中，银华恒生中国企业分级、添富恒生申购最为火爆，单日涌

入资金分别达 60亿和 20亿元。此外，易方达旗下的恒生 ETF联接基

金和易方达亚洲精选合计申购量亦达 10亿元。 

伴随着 QDII 基金的火爆申购，多家基金公司的外汇额度宣告售

罄。4月 8日，银华、富国的外汇额度几乎全部用完，旗下公司的 QDII

基金产品于 4月 9日暂停申购。华夏旗下的恒生 ETF联接额度亦已用

罄，该基金于 4月 9日已暂停申购。此外，还有多家基金公司的外汇

额度所剩无几，QDII基金陆续会进入暂停申购状态。 

2015-4-1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000697.shtml
http://hk.stock.hexun.com/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2100.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4705.shtml


大资管动态（周报）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 研究规划部 

10 

 

私募基金 

国内首只私募新三板指数基金成立 

2015 年 4 月 7 日，中国第一只私募新三板指数基金——“国华

汇金新三板 100分层指数基金” 正式成立。该基金于今年 3月 18日

与三板成指、三板做市指数同步推出。 

据了解，北京国华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于对美国纳斯达克分

层制度、我国新三板分层和转板相关政策的深入分析，鉴别出对企业

竞价交易、分层或转板影响最大的 一系列指标，并以这些指标为核

心设计出“国华汇金新三板企业投资价值模型”。通过该模型，在已

做市企业中筛选出 50-100 家最具成长性、最具竞价交易可能性、最

容易在新三板分层后进入高层资本板块及最可能转板创业板的挂牌

企业，作为样本股构建出“国华汇金新三板 100分层指数”。再以该

指数为目标指数，依据目标指数的成分股及其构成权重来构建投资组

合，运作指数化基金。 

指数化基金因其风险分散化而为稳健投资者所青睐，而随着我国

资本市场改革的持续加速，监管部门非常可能在一到两年内推出新三

板竞价交易方式、分层制度和转板制度，一旦这些政策实施，像国华

汇金新三板 100 分层指数基金这样瞄准未来的新三板指数基金极有

可能在较低风险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获取政策红利。 

2015-4-9 来源：中国经济网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hkstock/hk00370/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hkstock/hk0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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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亿资金赶场股票型私募 

近三个月以来，阳光私募正在成为 A股活跃的直接受益者。Wind

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 1-3月份股票型私募发行规模已达 139.96亿

元；而在去年同期，同类发行规模仅为 54.61亿元；这意味着今年以

来阳光私募规模同比增长已超过 150%。 

分析人士认为，在牛市带动下，私募机构更为灵活的激励机制一

方面促使传统公募人才纷纷“转战”，而另一方面也将促使更多资金

向阳光私募市场流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新增资金的不断涌入，

但阳光私募的业绩表现似乎较 A股涨幅并无明显优势。 

记者根据 Wind数据统计发现，从年初至 3月 27日，在可对比的

3748 只股票型阳光私募产品中，有超过半数未能够战胜同期大盘。

部分新发产品甚至出现较大规模的负增长。 

2015-4-1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徐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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