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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第三方销售渠道的强势崛

起，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的逆袭，已经

成为基金代销渠道的新风向。日前，

来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最

新数据显示，独立第三方销售机构

的数量占比， 已经从 2015 年的

2.14%，上升到 2019 年的 11.03%，

成为基金代销渠道的“大黑马”。当

然， 银行渠道以 23.59%的占比，仍

然在基金代销渠道中独占鳌头。

代销“黑马”强势崛起

最新披露的销售数据，再一次

揭开了基金代销江湖的神秘面纱。

就在这份“各渠道公募基金销

售保有规模占比”的数据中，就在

2015 年 -2019 年这五年中， 基金

公司直销渠道占据大头， 尽管从

2015 年 61.9%的占比， 降到了

2019 年的 57.29%，但可以看得出，

基金直销渠道，占据了基金销售的

半壁江山。

而从基金代销渠道来看，包括

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独立第三方销

售机构等渠道， 其中银行以超过

20%的占比， 一直在基金代销渠道

占据主力地位，2019 年的占比为

23.59%， 而在 2015 年这一数据达

到 25.22%。

不过， 从这 5年内的数据变动

情况看，即使在全年市场单边下行的

2018年， 独立第三方销售机构的占

比依然在快速提升，当年从 3.84%大

幅提升至 7.76%， 而在 2019 年，这

一数据只能比更是达到 11.03%，这

也是继 2018 年占比超过证券公司

后，第一次占比达到了两位数，成为

仅次于商业银行的基金代销渠道。

在基金备受瞩目的 2020年，蚂

蚁基金、天天基金等独立销售机构纷

纷发力直播路演等领域，让基金成为

百姓热议的话题，上述网络销售渠道

的优势更为明显。 可以预见的是，当

2020年底的数据披露时， 独立销售

机构的占比还会大幅提升。

资料显示，2012年初，好买、诺

亚、众禄、天天基金等 4 家基金独

立销售机构正式获批，拉开了基金

独立销售的序幕。 随后几年获得资

格的机构有近百家，但从后续运营

情况看， 目前仅有 10 家左右成长

起来，绝大部分机构都销声匿迹。

两大渠道表现出色

与此同时，和上述销售保有数

据披露的同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还发布了一份数据，就是今

年一季度的公募基金销售机构 100

强名单，而从这份名单的分布来看，

银行、独立三方销售机构占据了大

多数，券商机构数量也不少。

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排名前

十的机构中，银行多达 8 家，另外 2

家为第三方销售机构蚂蚁基金和天

天基金。 从股票和混合公募基金保

有规模来看， 招商银行以 6711 亿

元规模居首， 蚂蚁基金 5719 亿元

次之， 工商银行以 4992 亿元位居

第三名。 值得注意的是，若以非货

币基金保有量规模排名，蚂蚁基金

8901亿元独占鳌头， 招商银行、工

商银行分列二、三位。

不难看出，最新数据显示，蚂蚁

基金已经超过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等国有五大行，成为排名第二的基

金销售机构，仅次于招商银行。 截

至今年一季度，蚂蚁基金的权益基

金保有规模为 5719 亿元， 和招商

银行的差距不到 1000 亿元。 但从

非货币市场基金保有规模看，蚂蚁

基金的债券型基金保有规模比招商

银行多出不少。

在销量居前的独立基金销售

机构中， 除了蚂蚁基金和天天基

金， 还有 QQ 音乐旗下的腾安基

金、盈米基金、同花顺、陆金所、好

买和京东旗下的肯特瑞等，其中腾

安基金的非货币基金保有量为

1040 亿元。

而在券商机构中，中信证券、广

发证券、华泰证券、国信证券等排名

靠前， 其中中信证券同期规模为

1298亿元。

5 月份发行升温

从目前来看， 新基金发行出现

升温迹象。 就在 5月 17日晚上，首

批 9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项目，

在获沪深两市交易所审核通过后，相

继拿到了证监会的批文，意味着已经

拿到“准生证”。

具体来看， 上交所宣布首批 5

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项目中，包

括华安张江光大园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富国首创水务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等，而在深交

所获批的公募REITs项目中， 包括

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平安广州交投广河

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等 4只。

此外，最新数据显示，按认购起

始日期算，5月 6日至 5月 14日，已

有 67只新基金开始销售募集，其中

权益类基金多达 40只， 而在本周，

也有超过 40只新基金已定档待发，

包括多位明星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

比如王克玉的泓德瑞嘉三年持有、王

景的招商品质生活、陈鹏扬和卓若伟

的博时乐享、 蔡滨的博时产业优选、

薄官辉的银华阿尔法等。

数据显示，4月新成立权益类基

金数量较 3 月环比下降近 50%，新

成立权益基金份额为 863 亿份，已

降至 2020 年 1 月以来的低位。 但

是， 随着市场反弹升温，5月来新发

基金有所回升。

后市有望持续反弹

对于后市，鑫元基金表示，目前

我国正抓紧利用当前良好的国内外

增长环境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股票市

场有望保持原有的反弹节奏继续向

上。 同时，在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的背景下，信用方面有保

有压的态势基本形成，预计 5月资金

面平稳的局面仍将维持，利率债配置

价值依然较高，而短端高等级信用债

性价比较低，建议精选个券，适度增

加短久期中等资质品种。 数据显示，

截至 4月 30日，在今年A股市场的

大幅波动之下，鑫元欣享、鑫元鑫趋

势、鑫元核心资产均取得超过 1.80%

的正收益， 而同期沪深 300指数跌

幅达到 1.68%；最近一年，这 3 只基

金分别实现净值增长 53.97% 、

46.79%、49.40%，均大幅跑赢同期沪

深 300指数 30.95%的涨幅。

而国寿安保基金经理吴坚表

示，过去两年流动性扩张带来各个板

块估值提升，而随着今年各国经济逐

步复苏，流动性行情难以为继。 在市

场风格再平衡的进程中，需要关注公

司基本面以及估值业绩的匹配度，长

期看好制造科技、大消费、医疗健康

三大方向。 数据显示， 截至 4月 30

日，吴坚管理的国寿安保稳惠、国寿

安保策略精选， 累计收益率分别为

147.15%、139.15%，年化收益率分别

达 18.13%、40.04%。

银行渠道举足轻重

基金代销独立第三方崛起
兴证全球基金 黄可鸿

彭博数据显示，沃伦·巴菲特的

净资产已经超过 1000 亿美元，跻

身千亿富豪俱乐部的第 6 位成员。

据福布斯统计， 巴菲特的净资产几

乎全部来自其所持有的伯克希尔?

哈撒韦 1/6 的股份。 50 多年间，伯

克希尔公司从默默无闻到举世瞩

目， 股东大会人数也从 1981 年的

22人变为 5万人的盛会。 巴菲特到

底是如何赚钱的？

有人曾给我们留言：“美国才

有巴菲特，A股可没有。 ”将巴菲特

的成功归因于美股牛市， 只说对了

一半。一方面，巴菲特确实搭上了美

股这辆飞驰的列车，1965 年巴菲特

接管伯克希尔公司时的道琼斯指数

处于 900点， 而现在已经超过 34,

000 点（截至 2021-4-19），翻了

30 多倍。 另一方面，美国也只有一

个巴菲特、一个伯克希尔，投资理念

在世界上早已带来了深远影响。

1988 年、1989 年、1994 年，巴

菲特分别加仓并持有至今。 借助于

美国股市的腾飞、 可口可乐公司估

值与盈利提升的 “戴维斯双击”，

1988~1998 十年间从投资成本

12.99 亿美元一路升值到 134 亿美

元（932%的收益率），也是可口可

乐为巴菲特贡献收益的最重要的时

期。虽然 1998年后可口可乐涨幅较

慢，曾出现股权市值与估值下滑，但

它到现在都是巴菲特的重仓， 累计

赚取了 100多亿美金。

这就像在飞驰的列车上做长

跑，在顺流行舟时安马达。巴菲特曾

多次强调， 他做长线投资的基石就

是国家经济的发展， 但在具体的宏

观因素面前却是“不可知论者”。巴

菲特表示， 他不太关心具体的宏观

经济因素， 抱着正确的公司才是关

键：“只要是好生意，别的什么东西

都不重要。只要把生意看懂了，就能

赚大钱。 ”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成为

“财富累积制造机”，更像是由各种

成功要素不断相乘的过程。 其中有

一点被称作 “最了不起的秘密”

———浮存金。

浮存金大大加快了伯克希尔

的获利速度。 巴菲特的搭档查理·

芒格幽默地说：“我们就像是知道

了一件大事的刺猬。 我们发现：如

果能用成本为 3%的浮存金， 去购

买每年能获利 13%的公司，那这不

是一个极为理想的投资方式吗？ ”

巴菲特和芒格总结过公司的

运营模式，他们认为：只要拥有低

成本的浮存金、优秀的获利能力和

偶尔进行的好交易，伯克希尔就不

会遇到什么问题。 正如巴菲特所

言，伯克希尔的成功是天时地利配

合的结果。

巴菲特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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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资 公 告

上海八达国瑞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 注册资本由原
人民币 200 万元减至为人民币
10 万元，特此公告。

注 销 公 告

上海弈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509

938586）， 经公司全体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所在地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清算组成员为：江嘉宝、

丹增桑攀、乔海艳，江嘉宝为清

算组组长，请各债权人自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请债务结算报告，特此公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豫实商贸咨询中心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保险公告 ： 经上海银保监局批
准，上海天意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经营地址变更为：中国 (上海 )自
由贸易试验区世博村路 231 号 2

层 1 单元 209-16 室，特此公告！

减 资 公 告

上海中房评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 注册资本由原人

民币 150 万元减至为人民币 20

万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