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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银行一直都是基金

销售的主要渠道。不过，当下银行和

蚂蚁基金、 天天基金这样互联网平

台竞争越来越激烈， 各家银行也在

探索变革。 近日多家银行宣布降低

基金申购费率， 部分银行基金申购

费率降至一折， 甚至出现 0 申购

费。

近日， 多家银行宣布降低代销

基金申购费率。 7 月 15 日，平安银

行推出基金销售改革措施， 线上将

全面主推前端不收费的 C 类基金

份额， 有近 1600 只基金实现 0 申

购费，同时，把超过 3000只 A类份

额基金申购费率降至一折。

记者打开平安银行 APP 看到，

在基金页面的推荐基金中，“买入

0费率”几个字眼相当醒目。 此外，

平安银行 APP还有“天天领神券”

活动， 打开有关页面就可以领取基

金手续费 1 折券， 用于基金申购，

购买部分基金还能用手续费 0.1 折

的优惠券。据活动页面显示，优惠券

每日发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而“基金代销之王”招商银行

也在主打 C类基金。7月 2日，招行

官宣推出公募基金差异化费率体

系， 将超过千只权益类基金申购费

率降至一折， 同时布局前端不收费

的 C类份额基金近千只。 记者打开

招商银行 APP的基金页面，看到不

少基金下方标着 “0 费率买入”的

推荐字样。

交通银行也在 7 月 1 日发布

的公告表示，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对交通银行

代销的开放式基金继续开展申购及

定投手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

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领取基金 1

折权益。 而以上优惠仅针对处于正

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 (前端

模式)申购及定投手续费。记者进入

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基金页面后，基

金申购费 1 折权益的领取页面就

弹出了。 领取成功后即可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基金。

此前， 建设银行在 4 月 30 日

发布公告表示， 对通过手机银行和

个人网银定投部分基金产品实行费

率优惠。 2021 年 5 月 6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投资者通过建

行手机银行和个人网银定投部分基

金产品享有 1折费率优惠。

有业内人士指出， 银行纷纷降

低基金申购费率是为了可以与互联

网平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因为互

联网平台代销的基金多是 C 类份

额，基金 A 类份额也以 1 折申购费

吸引投资者。

一般来说， 同一个基金设置

A、C 两类不同的基金份额，相比收

取申购费(一般为 1.2%~1.5%)的权

益型基金 A 类份额，C 类在购买阶

段不收取费用， 只在持有期间收取

销售服务费(0.5%~0.8%)。

对于投资者而言，C 类和 A 类

如何选择呢？有理财专家建议，如果

只打算短期持有基金， 比如三五个

月，甚至一两年，买没有前期认申购

费的 C 类份额更划算；反之，如果

打算长期持有一个基金， 比如三五

年， 买后期销售服务费比较贵的 C

类份额就不划算了，买 A 类份额的

成本将更低。

有业内人士指出， 降低基于交

易产生的费用是财富管理领域的大

趋势。多家银行已经在布局。比如招

行发布财富开放平台，并启动“初

心计划”，将向基金、保险、理财等

资管机构开放自己的客户， 同时满

足客户财富管理的需求。 建设银行

与中金公司打造了 “财富管家计

划”，强调产品销售只是起点，售后

陪伴才是重点。 而平安银行也于近

日宣布联合 13 家基金公司打造银

基开放平台， 建立开放式共同运营

平台。

招商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廖

志明表示， 银行选择降低基金申购

费率是有整体的体系化考量。 从短

期看， 银行会减少一部分手续费的

收入，但中长期看，对银行做大财富

管理有很大帮助。降低费率后，对费

率比较敏感的客户会选择银行渠

道，有助于银行吸引长尾客户。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有账户、渠

道优势，主推 C 类基金份额，可以

凭借较低的费率，吸引更多用户，做

大基金代销规模。 从国际顶尖财富

管理机构的情况看， 基于交易产生

的收入占比是逐年下降的， 而基于

客户资产规模增加带来的收费占比

是逐年上升的， 也就是卖方服务向

买方服务转型而带来的收费模式的

转变。未来，整个银行业的基金代销

渠道格局可能将发生改变。

银行代销基金费率猛降
晨报讯 在 20 日举行的支持

上海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

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新闻

发布会上，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王

信透露， 央行将支持上海在人民币

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试。

王信表示， 人民银行将一如既

往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

持上海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产品体系、 机构体系和金融基础设

施体系， 强化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

功能。同时，支持上海在人民币可自

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试， 在符合反洗

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和展业三原

则的要求下， 进一步便利企业贸易

投资资金的进出， 探索临港新片区

内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和自由兑换，

助力上海成为新发展格局下联通国

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枢纽和桥

梁。

王信指出，近年来，中国不断推

进金融开放， 近期主要表现在几个

方面：一是持续推动债券市场、股票

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金

融衍生品市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二是取消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

身险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三

是放开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

的准入限制。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中国债券、股票相继被纳入明晟、彭

博、摩根大通、富时罗素等多个国际

主流指数， 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

金融资产的意愿和规模持续上升，

中国不断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完

善相关制度安排、 不断提高境外投

资入市便利程度， 形成了以直接入

市和互联互通机制为基础的多渠道

双向开放框架， 上海全球人民币资

产配置、定价、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

日趋完善。 ”王信说。

中国央行： 支持上海在人民

币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试

晨报记者 赵智妍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近日组织开

展“贷动小生意，服务大民生”金融

支持个体工商户专项行动。 作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一项具体实

践活动，该专项行动旨在有力缓解

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切实提升个

体工商户金融服务获得感。 据悉，

活动从三个方面提出 10 条具体务

实举措，推动辖内金融机构“用心

用情”做好个体工商户等最基层小

微市场主体的金融服务。

据了解， 人行上海分行组织银

行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主动走访

对接， 鼓励有条件的银行采取网格

化管理，主动授信，前置服务；提升

信用风险识别能力， 依托科技赋能

和数字赋能， 优化个体工商户信用

评价体系， 提高个体工商户信贷可

得性；优化服务方式，适当下放授信

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

效率；优化线上服务，为个体工商户

提供更加清晰明了、 操作便捷的线

上服务体验。

人行上海分行鼓励银行把个体

工商户的信贷需求与资金结算、理

财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更好地结合起

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度；通过编发

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金融服务手

册，向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普及

金融财务知识，宣传优惠政策，推广

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金融风险教

育；打造金融服务示范点；鼓励银行

通过创建个体工商户金融服务示范

点、党员先锋模范岗，积极对接基层

党建和社区，完善优化个体工商户

金融服务对接机制、产品体系、信用

环境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截至 2021 年 6 月末， 上海市

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超 50 万户，其

中正常经营的近 18 万户， 有授信

户数为 12.34 万户。 正常经营户授

信覆盖率达 68.7%， 比年初提高

12.4 个百分点；贷款余额达 278.43

亿元，比年初增长 9.73亿元。

据悉，下阶段，人民银行上海分

行将持续深入推进金融支持个体工

商户专项行动，引导金融机构切实解

决个体工商户融资面临的急难愁盼

问题，力争实现全年个体工商户授信

覆盖率和贷款余额双双大幅提升。

上海个体工商户近 7成获得贷款授信
晨报讯 日前，浦发银行上海分

行顺利完成 9家自贸债投资机构共

30 亿元跨境人民币资金的募集与

清算， 落地了全市场首单人民币自

贸债清算行业务。 这是继成功取得

中央结算公司自贸债发行清算行资

质后， 持续探索人民币国际化迈出

的坚实一步。

在本次自贸债发行前夕， 浦发

银行上海分行各部门通力合作，发

挥专业优势， 快速形成个性化服务

流程， 在一周内完成与中央结算公

司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发行当天，浦

发银行的处理效率和专业素养得到

了要素市场、 主承销商以及投资者

的高度好评。

浦发银行落地全市场

首单自贸债清算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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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公告

加拿大籍华人 Richy Lee （出

生日期 1966 年 5 月 25 日、 南京

人），原中国姓名尚雨石，于 2018

年 5 月 13 日在南京去世。 请对他

遗产有继承权的或者债务人在此

公告发布之日起的一个月内同徐

颖联系有关事宜。

联系电话 ：13337809062，信

箱 ：info@victorpilnitz.com， 微 信 :

Cindyqueen20。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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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告 ： 经上海银保监局批

准，撤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杨浦淞沪路

营销服务部，特此公告。

新闻报社广告部
地址：威海路 755号 1310室

电话：22895230 63515724

邮箱：xwbsgg@163.com

高尚领域弱电维保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5 年， 注册资金满伍

佰万，安防三级(含)以上资质,有相

关经验。 取标时间：7 月 22 日至

23 日 ，地址 ：长乐路 989 号 208，

54043388-665，黄先生。

高尚领域消防维保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5 年， 注册资金满壹

仟万， 具备消防技术服务资格及

业绩。 取标时间：7 月 22 日至 23

日 ， 地址 ： 长乐路 989 号 208，

54043388-665，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