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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管新规冲击公募产品:三大类基

金临改条款满足规则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资管新规）发布之后，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

行业内普遍认为公募行业相对乐观，在资管新规中，过

去不合理存在的固定收益被打破，让理财市场回归到风

险和收益匹配的经营环境。公募基金最大的优势在于，

起点比较低，收益和风险在国家成熟的监管体系下，匹

配程度已经比较成熟。” 

  尽管业内大多看好新规发布后的公募前景，但眼下

公募基金仍然存在部分和资管新规相对冲突的地方。比

如，保本基金与打破刚兑的要求不符、公募分级产品不

能存续等。 

  从过去的一个月来看，《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

到，其实不少基金公司已经把计划大大提前——搭建新

的产品框架、着手引进多样化人才、开拓诸如绝对收益

产品等新领域。从目前来看，除了已经给出时间表的分

级基金，还有三大类产品或受资管新规影响较大。 

  保本基金退出绝对收益产品上场 

  先来看保本基金，在资管新规中，很重要的一条就

是要打破刚兑。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18 日，市场上的保本基

金还有 84 只，按照最近一期定期报告统计的话，规模

约为 1150 亿元，其中在 2016 年成立的占据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的保本基金均在 1 元净值上运行，但也有少数

基金已经跌破面值。 

  打破刚兑，这些保本产品显然都必须要退场，而转

型则成了大多数基金的首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

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不少保本基金公告将进行转型。 

  此外，伴随保本基金逐渐退出，有部分公司已经在

筹备绝对收益产品，希望能承接保本基金的一些资金。 

  华南一位绝对收益部总监向记者表示，“从投资目

标来讲，绝对收益是相对收益的补充，但从方法上，又

是相对收益的子集。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机构占比越

昨日国内行情回顾 

指数名称 收盘 幅度（%） 

上证指数 3141.30 -0.42 

深证成指 10448.22 -1.10 

沪深 300 3816.50 -0.28 

上证国债指数 164.62 0.03 

http://www.abc-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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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高，绝对收益投资类型的机构在整个机构中占比也

愈高，理财资金在刚兑打破过程中，资金会慢慢成为市

场一个很重要的参与力量。这些资金典型就是追求绝对

收益，且是当期的收益实现，而不仅仅是长期的。” 

  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1174 只或需调整 

  在其他受影响的产品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灵活配置

型产品。 

  资管新规规定，资产管理产品按照投资性质的不

同，分为固定收益类产品、权益类产品、商品及金融衍

生品类产品和混合类产品。其中，混合类产品中任一类

资产仓位不能超过 80%。而在目前的混合型产品中，有

一类灵活配置的混合型产品，其仓位可以在 0~95%浮

动。 

  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截

至2018年3月31日的基金季报投资组合披露数据来看，

披露了季度资产组合数据的 2232 只混合基金中，股票

投资比例超过 80%的有 852 只，占比 38.17%；债券投

资比例超过 80%的有 322 只（部分定期开放和封闭的混

合基金，债券持仓可以适度放大杠杆），占比 14.43%。 

  某证券基金研究中心人员指出，“从数据来看，权

益投资不达标、固收投资不达标的合计 1174 只，占比

52.60%，需要整改。其中，852 只混合基金需要把股票

仓位比例下降到 80%以下；322 只混合基金需要把债券

仓位下降到 80%以下。” 

  据记者了解，目前关于此类宽泛投资比例的灵活配

置型产品虽然还能申报，但有基金公司人士表示，“这

类产品报了暂时不批，说是会有新的审核指引，而已有

的产品可能也要等到指引出来之后再说。” 

  短期理财基金：或改市值法 

  另外，短期理财基金也是此次资管新规发布之后，

业内热议较多的一类产品。根据资管新规，符合以下条

件之一的，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以摊余成本进行计量：

资管产品为封闭式产品，且所投金融资产以收取合同现

金流量为目的并持有到期；资管产品为封闭式产品，且

所投金融资产暂不具备活跃交易市场，或者在活跃市场

中没有报价、也不能采用估值技术可靠计量公允价值。 

  众所周知，不少短期理财基金并不是封闭式产品，

也一直在沿用摊余成本法，而资管新规发布后，这类产

品是变为封闭式产品继续运作还是改用市值法呢？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短期理财

债券基金在 2017 年 6 月底、2017 年 9 月底、2017 年 12

月底、2018年 3月底的规模分别为 2018.89亿元、2202.12

亿元、3653.69 亿元、6379.16 亿元；2017 年三季度、四

季度以及 2018 年一季度，分别增长 9.08%、65.92%、

74.60%。 

  这么大规模的短期理财产品，如果都要转成按净值

法的话，显然影响也比较大。对此，有基金人士表示，

“之前公司内部有讨论过，但是还没有结果，因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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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还没完全明确，等后面意见下来了，应该是会转为市

值法，然后有可能再进行基金转型。” 

  此外，“就我们公司而言，除了进行限额申购，还

定了一个指标就是不得净申购。”该基金人士补充道。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近期披露的信息中也注意

到，部分短期理财基金虽然没有暂停申购，但也有部分

公司的短期理财基金纷纷下调申购额度。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外交部 28 日将向全球推介雄安新

区：外交部长王毅致辞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公众号消息，在 5 月 24

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宣布： 

  外交部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将于 5 月 28 日（星期一）

15：30 在外交部南楼蓝厅举行外交部河北雄安新区全球

推介活动，主题是“新时代的中国：雄安 探索人类发

展的未来之城”。 

  届时，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致辞，河北省委

书记王东峰、省长许勤将分别发表讲话和进行推介。外

国驻华使节代表将应邀发言，使节们还将与来宾互动交

流。 

  雄安简介 

  2017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

立河北雄安新区。今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了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中国中央政府作出的一项重

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

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

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国家层面的新区。 

  设立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

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

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多地楼市库存告急 更为密集的调

控潮或将到来 

  多地楼市库存告急 

  更为密集的调控潮或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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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西安“一房难求”之后，横盘了多年的长沙也被

媒体曝出楼市库存告急。与此同时，业内人士认为，天

津的人才引入政策似乎正在酝酿着房价走俏的趋

势……自去年以来的这波楼市调控政策，虽然仍在持

续，但各地楼市似乎正在蠢蠢欲动。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横盘了多年的长沙楼市最近

出现了库存告急的现象，而由此引发的开发商捂盘惜售

等行为逐渐增多。实际上，不仅长沙一个城市出现了此

类现象，在长沙之前，西安也曝出了库存告急之后多个

楼盘存在倒卖摇号名额等一房难求的状况。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今年三

四线城市已经到了去库存的末期，各省会城市出现库存

告急状况属于正常现象。 

  最新发布的《中国百城住宅库存报告》显示，4 月

份中国百城住宅库存已经出现连续 33 个月同比下跌的

现象，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周期为近 9 年较低。报告显示，

截至 2018 年 4 月底，易居研究院监测的 100 个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 43386 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0.7%，同比减少 7.9%。 

  实际上，目前已有多个城市采取了购房摇号的措施

来应对库存告急的现象。中原地产首席经济学家张大伟

表示，摇号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城市特别是被限价的预售

房源供需紧张。不过，部分开发商不仅拒绝公积金，甚

至要求全款，这种情况下，刚需买房难度加大。 

  二三线城市房价回暖 

  在库存告急的同时，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也出现了回

暖迹象。 

  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4 月份，二三线

城市房价虽然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但环比增速加快。在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中，丹东涨幅第

一，三亚第二。 

  不仅如此，天津等多地的人才引进政策，在业内人

士看来过低的门槛、后续没有留住人才的机制，可能将

成为变相卖房的政策。张大伟就认为，过低门槛以及与

楼市直接挂钩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的可能仅是限购政

策下的购房者，甚至是炒房者。 

  “部分二三线城市的调控政策分化，城市的人才政

策成为购房者绕过限购的工具。”张大伟认为，各地房

价回升，也源于板块轮动导致这些城市房价上涨，“一

二线热点城市调控后，二三线城市库存去化加速。目前

看，全国除少部分区域外，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全面补

库存阶段。” 

  楼市调控或越来越严 

  虽然各地房价出现了回暖趋势，但政府对楼市的调

控政策并未结束，甚至是越来越严格。 

  5 月 19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

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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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重申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

摇、力度不放松，并对进一步做好房地产调控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 

  而在今年五一前后，住建部约谈的 12 个房价明显

上涨的城市中，已有成都、哈尔滨、贵阳、长春、佛山、

西安、太原 7 个城市陆续升级楼市调控措施，出台严格

的政策，遏制投机炒作。 

  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叠加最近房

地产调控政策，全国在 2018 年截至 5 月 23 日，累计发

布房地产调控已经超过 130 次。最近多个县级、区级单

位发布了限售政策，这也是调控的最新动向。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夏丹认为，未来

楼市调控政策仍将持续下去，将有更多的城市迎来更为

密集的调控潮，范围或将涉及“五限”、按揭利率调整、

违规行为整顿等多个方面。 

（文章来源：北京晨报） 

 

 

 

 基金投资为什么有风险？ 

与银行储蓄不同，任何一种投资行为都存在风险，

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基金作为一种受益凭证，基金管理

人代投资者管理资产同时，并不承担投资损失风险，并

不保证本金安全。基金募集后，最终将投资各类证券。

因此市场宏观环境、行业发展前景、上市公司的估值水

平、公司的竞争力、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等因素，都将导

致基金投资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定风险从而产生盈亏的

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