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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基金发行创下新高，但
发行市场整体降温的趋势并未改
变。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10日，新基金发行今年以来创下新
高，超过 1.2 万亿元，创下有史以来
的同期新纪录。不过，受节后市场持
续调整拖累，新基金发行降温有目
共睹，而新基金的产品创新，成为了
行业迫在眉睫的新突破口。

募资总额创新高

数据显示，以基金成立日起算，
截至 5月 10 日，今年以来 540 只
新基金（份额合并计算）发行总规
模为 1.21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发行
规模增长 5800 亿元，同比增幅超
过 90%。
从具体详细数据来看，今年新

成立的权益类基金数量为 465 只，
占比为 86.11%；募集资金规模为
1.03 万亿元，占比为 85.3%。而与之
相对比，同期成立的 69 只债券型
基金，募资总规模仅为 1616.54 亿
元，占比为 13.34%。
然而，从趋势看，权益类基金发

行却呈现每况愈下的发展势头，1
月 -4 月发行规模分别为 4603 亿
元、2655 亿元、2298 亿元、863 亿
元，呈现逐月下台阶的趋势。同期，
随着债券市场的震荡攀升，债券型
基金发行规模也在震荡回暖，1 月
-4 月的发行规模分别为 323 亿
元、301 亿元、449 亿元、544 亿元，
呈现了逐步攀升势头。
其实，这在今年的市场变化中

已经明显感觉到。数据表明，在今年

3月 -4 月间，共有 81 只新发基金
延长募集期限，占今年延期募集产
品数量的 87.1%；近两月新发基金
中，有 110 只新基金规模不足 3 个
亿“擦边成立”，占比达到 37.41%；
4 月份发行失败基金数量也升至 6
只，达到 2018年 9月的熊市水平。
当然，也有部分新基金表现不

俗。比如，张雅君管理的易方达悦安
一年持有，4 天募集 140.4 亿元；陆
靖昶管理的广发核心优选六个月持
有 3天发行近 70 亿元；杜洋担纲
基金经理的工银瑞信战略远见，成
立规模 67亿元；富国精诚回报 12
个月持有、太平丰盈一年定开等产
品，发行规模也在 50亿元以上。

新基金再度涌来

不过，尽管发行市场低迷，但从
目前来看，新基金密集发行的态度
再度袭来。截至 5 月 7 日，目前仍
处于发行期的基金数量多达 94
只，“批而未发”的基金数量还有

808 只，而在本周，将有 22 只新基
金开启认购。
其中，新基金发行的密集期集

中在 5月 10 日，共有 15 只产品上
新；周三有 4 只，周四和周五则分
别有 2只、1只发行。从基金类型来
看，权益类产品依然是下周的新发
主角。此外，本周新发的大多数基金
均设立了募集规模上限，累计有 10
只，在 8亿 ~80亿份不等。
就在 5 月 11 日，继首批恒生

科技ETF获批后，新基发行计划便
悉数公布，首批 7只恒生科技 ETF
中的 6只基金，相继宣布即将开启
募集，最早的 1 只将于 5 月 11 日
发行。
其中，最早的大成恒生科技

ETF 明确募集期自 5月 11 日起至
5月 13日止，其余 5只基金则均将
在 5月 12日正式发行。具体来看，
华夏恒生科技 ETF 和易方达恒生
科技 ETF 均仅发行 5 月 12 日一
天，华安恒生科技 ETF 则自 5 月

12日至 5月 14日共 3天。此外，博
时基金和华泰柏瑞基金旗下产品则
将发行时间定在一周，即截至 5 月
18日。
值得一提的是，除募集期之间

略有差别外，6 只产品也设置了不
同程度的募集规模上限。例如，易方
达、华夏、大成 3 家基金公司旗下
产品均为 80 亿元，华安基金和华
泰柏瑞基金旗下产品则为 20 亿
元。另外，博时恒生科技 ETF 则并
未明确募集上限。换句话说，若投资
者的布局意愿突出，则首批恒生科
技 ETF 的认购规模或有望超过
280亿元。
虽然目前嘉实基金旗下产品嘉

实恒生科技 ETF 尚未明确发行日
期，不过，北京商报记者获悉，该产
品或也将在近期发布相关公告。

两大创新备受关注

与此同时，两大创新业务的进
展也受到市场关注。
首先，就是公募REITs 基金取

得新进展，继首批两只产品上交申
请后，又有 4 只基金也提交了类似
申请，并得到受理。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公募 REITs 市场规模将达到
4万亿至 12万亿元。考虑到中国城
市化人口数量、不动产总量和固定
资产投资明显超过美国，中国 RE-
ITs 市场进入成熟阶段后，规模将
远远大于美国，发展空间非常广阔。
更有业内人士分析，有三类基

金公司在未来 REITs 业务发展上
会更有优势：一是主要股东具有产
业资本背景的基金公司，未来产业
降杠杆、资产证券化、实现可持续发

展，公募基金可以发挥主要作用；二
是股东为券商的公募，券商在资产
证券化业务上有优势；三是股东有
当地国资部门背景的，在当地国资
部门支持下，相关公司将获得更多
机会。
其次，就是跨境理财通业务即

将开闸。所谓“跨境理财通”业务，
是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和港澳投资
者通过特定资金管道，跨境投资对
方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或理
财产品。

后市配置机会来临

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
魏凤春指出，具体来看，A股方面，A
股存在“Sell in May”效应但并不
显著，2021 年 1季报盈利与经济韧
性好于预期，盈利牵引挖掘结构。全
年盈利韧性和 PPI 韧性支撑通胀交
易板块今年会反复表现，加速兑现
后交易难度加大。考虑布局2021Q1
财报高景气、竞争格局好以及有长
逻辑的方向，包括：新能源车上中游
（稀有金属锂钴 /电源设备）、竣工
链上的家具 /消费建材、白酒、以及
受益经济韧性强的银行等。

平安安盈灵活配置基金经理薛
冀颖表示，很多优质公司在春节后
大幅调整，其中部分估值已经跌到
了相对合理位置。因为行业景气度
足够高，业绩增速也比较快，长期看
应该有较好的吸引力。另外，来自国
内外的增量资金也比较确定，截至
一季度末，外资在A股的持股占比
为 5%，而海外成熟市场的海外资
金占比都接近 30%；而且，居民配
置权益市场的比重仍然很低。

新基金发行募资总额超 1.2万亿
发行降温整体趋势未改

兴证全球基金 徐灿

今年 2月 27 日晚，" 股神 " 沃
伦·巴菲特在伯克希尔 -哈撒韦公
司官网发布了一年一度致股东的
信。其中的智慧跨越时间和地域，与
千年前老子《道德经》的观点交相
辉映--" 流水不争先 "。短期的领
先与蛰伏不是最重要的，专注于长
期的价值投资才是取胜的法门。
对于基金经理和研究员而言，

亲历一线开展扎实的草根调研，对
于与科学的投资决策至关重要。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了解基
金公司与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过
往业绩，重点投资的行业与股票，是
否基金有锁定期或封闭期是基本的
调研功课。
对于投资人而言，选择真正优

秀的公司，将资金配置到对于社会
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的地方，是金融
投资的使命所在。
潮水退去，方知谁在裸泳。正如

巴菲特的经典观点，投资不是跳水，
不会因为难度的增加而带来更多的
回报。做大概率正确的事情，关注具

有优质商业模式，有能力构建自身
护城河的优质公司。" 护城河 " 主
要来源于转换成本、无形资产、网络
效应、有效规模、成本优势五个方
面，不同行业的竞争重点差别迥异。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好

公司也需要时间的发酵，这正是需
要长期投资的根本原因。
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随

时确保你买的东西的确值得长期投
资。将资金投入一个值得信任的基
金公司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定期
观察这家基金公司是否值得长期信

任也是必要的功课。
第二，适当降低长期投资的收

益预期，不神化长期投资的平均收
益。国内投资者在牛市中可能会对
10-20%的年化收益率不以为然。
但事实上，在美国和香港股市曾经
经历过的黄金岁月中，股指同样出
现惊人涨幅，但年均复合增长率其
实也并不高。耶鲁大学校产基金在
过去 10 年的年化收益率为 11.2，
过 去 20 年 的 年 化 收 益 率 为
11.4%，已是世界上长期业绩最好
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第三，合理规划投资期限和投
入资金。在实际生活中，正如凯恩斯
所说：" 未来是不确定和难以预测
的，而我们的投资却有相对固定的目
标期限限制，因此我们应尽量避免一
次性把所有的钱都用于长期投资，更
不能采用高杠杆进行长期投资。

重读巴菲特的信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工业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31000158
许可证流水号：00641773
批准成立日期：1999 年 03 月 25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

2045号
电话：021-57742553

邮编：201613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4 月 21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五角场支行

机构编码：B0228S231000303
许可证流水号：00641783
批准成立日期：2013 年 03 月 12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闸殷路1555号

102室
电话：021-55060815

邮编：200433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4 月 30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