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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报披露完毕， 对于整个基
金行业来说，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根据天相投顾的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三季度末，基金行业资产管
理规模超过 24万亿元，再次创下历
史新高。与此同时，尽管股市持续调
整，但基金行业亮点纷呈。

亮点一：资管规模创新高
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共有 147 家公募基金管理
人， 合计管理基金数量 8586只，管
理基金资产净值 240491.59亿元。
也就是说，就在刚刚过去的三季度，
基金行业资管规模增加了 8700 亿
元，妥妥的历史新纪录。

更为瞩目的是， 就在基金产品
类型中，权益类基金规模继续增长，
包括开放式股票型、指数型、积极投
资股票型在内的权益类基金， 三季
度末的最新资管规模达到 8.2 万亿
元，而在之前的二季度末、一季度末
和去年底，这一数据分别为 8.13 万
亿、7.4万亿、6.85万亿，由此不难看
出，权益类基金的规模持续增长。

亮点二：头部阵营优势明显
按照新的统计规则， 在剔除货

币基金后，基金公司排名出炉，头部
阵营初现雏形。

就在今年二季度末， 易方达基
金非货币和理财债基 （含估算基
金）规模正式突破万亿大关，达到
10659.46 亿元，是当时行业首次出
现单家非货（含短期理财）管理规
模超过万亿的情况。

而在三季度末， 易方达继续巩
固这一优势，继续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震荡环境下增长了 528.7 亿元，
让三季度末该公司这一规模达到
1.12万亿。

不过， 头部阵营的优势确实越
来越明显。 排名紧随其后的华夏基
金、广发基金、工银瑞信等公司，同
期表现也不逊色。 截至 9月 30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募基金资产净
值 7508.28亿元， 在全市场 147家
基金公司中排名第 10位。

亮点三：中小公司业绩逆袭
从业绩层面来看， 由于股市持

续震荡，结构性行情明显，相比头部
平台整体业绩的黯淡， 中小型基金
公司反而出现逆袭。

在前三季度规模增长超 100%
的基金公司中， 涌现出一大批规模

猛增的中小基金公司， 主要原因就
是旗下基金经理业绩抢眼。比如，恒
越基金的高楠、东方基金的刘明、金
鹰基金的韩广哲等， 中信保诚、安
信、中庚等公司也有强势基金表现。

而在头部平台中， 并不是所有
公司都黯淡无光。 工银瑞信今年前
三季度权益基金收益率 11.65%，居
权益类大中型基金公司第一， 并且
在非货基金管理规模十大公司中同
样排名第一（非货基金管理规模数
据截至 6月末）。

亮点四：顶流基金经理扩容
就在行业规模猛增的同时，顶

流基金经理数量也在增加。 就在三
季度末， 顶流基金经理管理规模出
现较大变化， 千亿基金经理阵营新
增一人。

侯昊管理的招商中证白酒指数
基金三季度备受追捧， 份额大增
238.55 亿份，最新规模高达 928.95
亿元， 成为首只规模突破 900亿元
的指数基金， 直接推动侯昊成为第
二位千亿指数基金经理， 管理规模
为 1144.68亿元。

目前来看，截至三季度末，管理
规模超千亿的权益基金经理共有四
人。除侯昊外，另外三位千亿基金经
理 分 别 是 ， 张 弘 弢 管 理 规 模
1192.04 亿 元 ， 张 坤 管 理 规 模
1057.48 亿元， 刘彦春管理规模
1029.15亿元。 此外，葛兰、刘格菘、
杨锐文、冯明远等管理规模也不小。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主动权益
基金来看， 三季度末目前规模超
100亿元的基金达到 85只，而二季
度末这一数据为 105只， 证明受到

三季度市场震荡影响，这类“大块
头”基金数量有所下滑。

亮点五： QDII 披露路线图
数据显示， 截至第三季度末，

QDII 基金最新规模为 2232.61 亿
元， 相较于今年第二季度末有较大
幅度增长， 目前 QDII共在全球 35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股票投资，其中，
中国香港、美国、中国内地、越南，市
值占比分别为 50.69% 、32.59% 、
12.13%、2.22%。

四强之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
区， 在 QDII 基金国别资产配置中
的占比，与前四强有较大的悬殊。排
名第五的中国台湾股票市场，在
QDII 基金投资市值占比中仅为
0.42%，排名第六的德国市值占比为
0.37%、排名第七的韩国市值占比则
为 0.27%， 上述中国台湾市场、德
国、韩国市场，市值占比相加之和，
尚不足越南市场的一半。

不过，上述信息也意味着，若排
除 QDII 中的中国各地区，美国、越
南、德国、韩国实际上是中国 QDII
基金在全球投资最为集中的四个地
区。 这也与大众的印象形成巨大差
别———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 人口
十三亿的印度股票市场， 在中国
QDII 基金投资市值占比中仅约
0.17%， 而另一全球主要经济体日
本， 在 QDII 的市值占比中仅约
0.11%。

亮点六：ESG 重仓新能源
随着三季报披露结束，ESG 基

金的持仓动向浮出水面。 以基金规
模超 10 亿元的 ESG 基金来看，已

公布三季报持仓的 ESG 主题基金
共 38 只， 覆盖基金规模达 1758.7
亿元（不同份额合并计算），占全部
ESG基金规模的 73%。

从行业分布来看， 基金重仓股
市值集中的前五大行业依次为电气
设备、化工、电子、有色金属与医药
生物行业。其中，持仓市值最高的是
电气设备行业，超 200亿元。

三季度 A 股结构性行情特征
明显，ESG 基金业绩也分化。 以上
述规模超过 10 亿元的 38 只 ESG
基金来看， 六成基金三季度回报率
为正。其中，管理规模 100亿元以上
的基金三季度平均回报率为 8.8%，
管理规模 30 亿至 100 亿元之间的
基金三季度平均回报率为 6%，管理
规模介于 10亿至 30亿之间的基金
平均回报率更低。相比之下，百亿级
以上 ESG 基金产品平均市场表现
更为优秀，规模效应显著。

对此， 上投摩根基金经理郭晨
表示， 新能源产业链的投资机会远
未结束， 行业目前为止依然处于发
展的初始阶段， 渗透率的提升才刚
刚开始， 明年预计将继续维持高景
气。 展望未来，郭晨指出，对四季度
的行情相对乐观。 目前市场系统性
风险不大，A 股整体估值处于合理
水平，长期慢牛大趋势有望延续。前
期互联网、医药、消费等行业的投资
情绪受到政策影响， 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回调， 应关注这些行业中被错
杀的品种。同时，前三季度大宗商品
上涨较多， 给中游行业造成了较大
的成本压力， 未来大宗商品继续大
涨的空间不大， 关注中游制造业经
营情况的边际改善。

基金三季报正式披露

基金资管规模再创新高
李锐

来自基金业协会的最新数据
显示， 公募基金最新规模排名出
炉。 11 月 1 日晚间，基金业协会官
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三季
度末， 公募基金资管规模为 23.9
万亿元， 公募基金产品数量 8866
只， 而公募基金公司数量为 151
家。 与此同时，基金公司非货币公
募基金月均规模排名、专户规模排
名、养老金管理规模排名也同时发
布。

就在公募基金非货月均规模
排名中，易方达再次以月均超万亿
的非货规模， 即以 10471.07 亿元
的规模， 遥遥领先其他同业公司，
排名行业第一位，并在二季度的基
础上规模略有增加。排名紧随其后
的是广发、汇添富、华夏、富国基
金， 非货月均规模均在 5800 亿元
左右，而南方、招商、博时、中欧、工
银瑞信排名也进入前十位，同期月
均规模均在 4000 亿元以上。

而在公募基金专户规模排名
榜中， 创金合信基金一骑绝尘，以
月均 8229.31 亿元的规模荣登榜
首， 较二季度的 7521.4 亿增长了
708 亿元。 创金合信基金专户业务
规模跃升行业榜首，成为中小基金
公司突围特色发展的模板。创金合
信基金持续投入资金用于 IT 技术
改造，2017-2019 年累计 IT 投入
超 1.3 亿元， 公司 IT 人员占比居
行业前列。

排名紧随其后的建信、博时基
金，同期排名第二位、第三位，最新
专户管理规模均在 3000 亿元以
上，而易方达、华夏、汇添富、睿远、
广发、交银施罗德、嘉实、浦银安
盛、平安、融通基金也是排名靠前，
同期专户管理规模均在 1000 亿
元以上。

再看养老金管理规模，基金业
协会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公募养老
金规模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工银瑞
信、易方达、华夏、南方、博时基
金。

据悉， 工银瑞信于 2007 年第
二批拿到企业年金投资资格 ，
2010 年第三批拿到社保基金投资
资格。 2021 年 1 季度末工银瑞信
管理的养老金规模一举突破 5500
亿元，管理规模和市场份额稳居基
金行业第一，长期业绩位居行业前
列。

数据显示， 截止至三季末，公
募养老金规模排名 6-10 位的分
别是嘉实、银华、富国、招商、广发
基金。

公募基金
最新规模排名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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