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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赵智妍

近日，兴业银行的理财子公司

兴银理财发布了一封致歉信，为旗

下 FOF 产品兴睿全明星 1 号的净

值亏损“致歉”。有业内人士认为，

虽然近段时间 FOF 类产品短期表

现较差，但长期表现可期。 在保本

理财正逐步退出的当下，其较稳健

的收益可以满足部分中低风险投

资者的需求。

近日， 兴银理财为旗下 FOF

产品兴睿全明星 1 号的净值亏损

发布了道歉信。 据悉，兴睿全明星

1 号是兴银理财公司的 FOF 型理

财产品， 主打优选明星基金经理。

据该产品三季度报显示，公募基金

的资产占比超过 9 成。

兴银理财在致歉信中表示，

2021 年年初， 兴睿全明星 1 号在

市场的剧烈波动中建仓。 此后，权

益市场跌宕起伏，市场风格切换迅

速。 截至 9 月 30 日，兴睿全明星 1

号的产品单位净值为 0.93778，跌

幅为 -6.22%。 虽优于业绩比较基

准，但产品单位净值仍然在首个开

放期跌破水面， 对此公司深感抱

歉， 但对后续的市场仍然充满信

心，随着产品的仓位保持与策略调

整，相信调整结果将在四季度逐步

体现。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近段时间

FOF 类产品短期表现较差， 但长

期表现较佳。 据有关数据统计，自

成立以来年化收益率在 4%以上的

产品占比达 44%。

作为理财产品市场的 “新

秀”，FOF 类理财产品越来越受到

银行理财子公司和投资者的青睐。

根据普益标准统计， 截至 2021 年

三季度， 银行理财市场共发行

FOF 类产品 221 款， 发行数量占

比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为 0.22%；

FOF 类产品募集规模占理财产品

总募集规模的 0.31%。 理财子公司

的 FOF 类产品发行占比为 78%，

为 FOF 类产品的主要发行机构。

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上半

年， 银行及理财子公司 FOF 存续

规模已超千亿元。下半年以来，不少

理财子公司发行了首只 FOF 产

品。 10 月，徽银理财和中银理财分

别发行了 “智盈精选 FOF 混合类

最低持有 540 天”和“中银理财 -

专精特新启航 FOF 策略（年年开）

2021 年 01 期”。 11 月，农银理财

发行了首款 FOF 策略产品 “农银

同心·灵珑 FOF 策略第 1 期”。

FOF， 一般指基金中的基金

（Fund of Funds）， 并不直接投

资股票或债券等底层资产，而是通

过投资基金而间接持有股票、债券

等资产。随着公募 FOF 的兴起，越

来越多的机构看到此类产品的发

展潜力， 根据 FOF 的投资结构创

设出了 FOF 类产品， 这些机构就

包括银行理财子公司。

普益标准分析 ， 银行理财

FOF 类产品以中风险为主、 混合

类占比更高、门槛较低、期限较长、

开放式产品更多，并且多采用稳健

的投资策略。 具体来看，目前 FOF

类产品以固收类产品为主，混合类

产品占比相对较高。从产品类型来

看，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FOF 类

产品中固定收益类产品占 67%，混

合类产品占 32%，权益类产品占比

仅为 1%。 而总体理财产品中，固

定收益类产品占比高达 86%，混合

类 产 品 仅 占 理 财 产 品 总 数 的

12%， 可看出 FOF 类产品会倾向

于布局一定权益类资产以增厚收

益。而 FOF 类产品期限相对较长，

主要集中在 1-3 年。

此外，有业内人士指出，银行

理财子公司相较于基金公司而言，

可投资产品的范围更广泛。招银理

财委外投资部总经理刘睿介绍，按

实际情况来说，基金公司只能投资

公募股基、公募债基，而招银理财

FOF 产品线涵盖多资产 FOF 和

另类策略 FOF 的组合， 这是两个

不同的策略领域。 不过，可投资范

围更多，也意味着银行理财子公司

在投研能力上需进一步提高，以确

保能够深入研究和分析相关资产，

并配置出更好的产品。

在收益方面，FOF 类产品相

对稳健，或成为风险偏好中性及以

下投资者的首选。根据植信投资研

究院数据显示，2021 年，截至 9 月

末，FOF 年化收益率为 2.8%，首次

跑赢股市指数。 普益标准认为，

FOF 类产品通过投资基金、 资管

计划等间接投资债券、股票、衍生

品等资产实现了风险的二次分散，

进一步降低了产品的投资风险，因

此这类产品的整体风险偏低。与此

同时，银行理财客户的风险偏好也

相对较低，以中低风险为主。因此，

银行理财 FOF 类产品更好的满足

了部分中低风险投资者对理财产

品的风险要求。在银行理财净值化

转型的大背景下，理财产品净值波

动将无法避免，再加上理财产品收

益全面下行，投资者迫切需要波动

较小、 收益稳健的理财产品，而

FOF 类产品恰好能满足他们的需

求。

刘睿也表示，从客观市场环境

来看， 当前股票市场结构分化较

大，波动较大。而 FOF 可以通过分

散性投资来平滑净值曲线，所以在

市场波动较大时 FOF 产品仍可以

取得较好的收益。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未来整体

市场环境趋势向好，投资产品种类

不断丰富，FOF 类产品占比可能

会不断提升，以满足银行类理财投

资者多样化的需求。

晨报讯 近日，工行上海分行为

企业成功办理境内首笔以替代基准

利率（SOFR）定价的美元活期存

款， 开创了工行上海分行采用

SOFR 隔夜利率替代伦敦银行间同

业拆借利率（LIBOR）的先河，也

同时满足企业财务管理需要， 避免

利率不确定性对企业财务产生的风

险，为企业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提

供了新的选择。

为改善基准利率公信力，2017

年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确认

2021 年后将不再强制要求报价行

报出 LIBOR 数据，LIBOR 将逐步

退出历史舞台，并将以 SOFR 作为

美元的替代参考利率。 工商银行高

度重视这一国际利率市场的重大变

化，未雨绸缪，在 2020 年即组成行

内 LIBOR 转换工作小组， 积极推

动以 SOFR 等为代表的外币存贷

款基准利率定价转换， 从自身服务

和客户需求两方面出发， 持续研究

国际基准利率改革， 积极推动各项

准备工作， 统筹防控转换中的各类

风险。

目前， 工商银行已针对各类客

户需求分别制定不同的 LIBOR 利

率转换方案， 并将持续发挥自身专

业优势， 不断完善外币利率产品和

交易服务， 为客户提供更优更专业

的服务体验， 助力企业加强跨境业

务的发展。

晨报讯 9 月 30 日起， 广发

银行正式在全行 891 家营业网

点，向全国广大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等企业和个人客户， 推出减

费让利举措。 本次支付手续费降

费涉及银行账户服务、 人民币结

算、 银行卡刷卡、ATM 跨行取

现、电子银行业务、票据业务等六

大类手续费类别， 共计 17 小项

降费措施。 据广发银行相关人士

介绍，相关降费规模已超千万元。

据了解，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广发银

行积极响应《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

监会 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支付手续费的通知》（银发

〔2021〕169 号） 等文件要求，依

照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一清单、一

指引、一公告”内容，逐项部署落

实，针对企业账户开户管理、跨行

转账等“高频”使用的支付结算

类业务， 制定了系列手续费减免

措施， 真正体现广发银行金融央

企担当，助力小微企业行稳致远。

同时， 秉持服务实体经济的

初心使命，广发银行在监管要求的

基础上， 加码推出免支票手续费、

免查询费、免结算单据工本费、免

委托收款手续费、 前三笔 ATM

取款免费等举措，并于 2021 年 4

季度对所有企业客户适用小微企

业降费优惠， 使小微企业主及个

体工商户感受实实在在的普惠，

更好地以实际行动反哺社会，更

为直接地支持经济发展。

广发银行还陆续出台相关扶

持政策，确保分支机构“敢贷、愿

贷”， 使个体工商户等小微企业

感受实实在在的普惠。 精简信贷

业务流程， 简化小微企业信贷业

务调查和审查模板，最短经 4 个

岗位即可完成审批。 下沉小微企

业信贷审批授权， 允许重点区域

一级分行行长一定金额的审批转

授权。 落实尽职免责和不良容忍

度， 出台制度明确普惠金融授信

业务尽职免责范围、基本原则、适

用范畴及对象、 具体情形和工作

流程， 对无明显证据表明失职的

均认定为尽职， 明确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等普惠金融贷款不良率

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 3 个百分

点以内的容忍度标准。

银行理财 FOF类产品成新宠

市工行成功办理境内首笔替代基准利率活期存款

广发银行施行

减费让利超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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