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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基发展受限 部分基金公司力推

短债基金 

  在流动性新规、资管新规等监管政策影响下，货币

基金发展受到限制，与其投资范围近似的短债基金受到

部分基金公司的青睐。业内人士坦言，监管加码，各金

融机构纷纷拿出新招数争抢理财市场，公募基金也不例

外。 

  短债基金重出江湖 

  近期，沉寂已久的短债基金重现江湖。 

  据了解，短债基金的兴起是在 2005 年，当时多家

基金公司发行短债基金，首募规模相当可观。随后股市

走牛，此类低收益产品被市场抛弃，很快销声匿迹。去

年以来，监管层逐渐加强对货币基金的监管，货币基金

发展受限，投资范围类似的短债基金开始成为部分公募

布局低风险、稳健收益产品的替代品。 

  根据证监会网站公布的基金募集申请表，今年以

来，已有宝盈、创金合信、汇安、金鹰等多家基金公司

都申报了短债基金，等候批复；中国人保资管旗下的人

保鑫瑞中短债债券型基金已于 5 月 29 日获批，预计不

久将会发行。 

  某基金表示，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加强久期管

理，封闭式资管产品期限不得低于 90 天，货币基金和

理财型基金发展受限。但不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投资者对

高流动性、低风险产品的需求并未下降，超短债基金有

望满足这部分溢出需求。 

  沪上一位债基基金经理表示，相比货币基金，中短

债基金不受组合期限和融资杠杆等限制，投资品种更加

多样化且平均剩余期限更长。今年债券收益率小幅下

行，短债基金久期比货基略长，所以相对更为受益，业

绩开始回暖。货币基金监管加码，之前的高收益将难以

持续。 

  将成货基替代品？ 

  从投资范围和风险上看，中短债基金以目前市场上

的固定收益品种为持仓主力，不涉猎股票和可转债，因

此风险较低。从流动性上，短债基金赎回后多在 T+2 日

到账，部分产品 T+1 到账，而货基受限之后流动性优势

昨日国内行情回顾 

指数名称 收盘 幅度（%） 

上证指数 3114.21 0.74 

深证成指 10385.61 1.78 

沪深 300 3845.32 0.99 

上证国债指数 164.69 0.01 

http://www.abc-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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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降低；此外，在相关费率上，虽然短债基金比货基

整体费用略高，但此类基金对债券投研能力要求更高，

费用较高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短债基金是否可以替代货币基金，记者咨询了

一位基金公司人士，他认为，短债的风险、收益、流动

性等介于货币基金和普通债基之间，短债填补了市场的

空白，但无法完全替代货币基金。“首先，货币基金仍

在使用摊余成本法，而短债基金使用的是市值法；其次，

两者在久期、组合配置上完全不一样。我们曾经做过统

计，货币基金的久期平均在 120 天左右，而短期理财债

可以分为‘华安式’和‘汇添富式’，其中华安理财的

久期是和运作封闭期相匹配，汇添富式则是运作周期

+120 天，最高不超过 180 天。短债基金的久期上限是

270 天，另外可配置的标的会更多，国债、金融债、企

业债都可参与。再者，虽然短债基金收益可能会高于货

币基金，但流动性稍逊。货币基金市场扩容的根本因素

正在于流动性。一般来说，短债基金的赎回到账时间是

T+2，也就是说直销平台 T+2 到账客户，代销平台是 T+2

到账代销端，时间要久一点。” 

  上述债券基金经理也表示，相对于只能投资久期较

短的货币基金，短债基金可投资的标的久期相对较长一

些，收益和风险也高一点，不过一旦市场有什么风吹草

动，其收益率波动也比货基要剧烈一些。总体而言，无

论从风险收益比还是流动性等方面来说，短债基金虽和

货基有相近之处，但并不是其替代品，投资者在购买时

还需仔细甄别。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 

 

 

 

 路透社：中兴已与美国签署撤销 7

年禁购令初步协议 

  【钛媒体综合】6 月 6 日凌晨消息，据路透社报道，

中兴已签署一份撤销美国商务部采购禁令的协议，允许

该电信设备制造商恢复与美国供应商的采购业务。 

  自今年 4 月份美国商务部开出七年采购禁令后，中

兴公司停掉了主要业务。该公司因违反于 2017 年签订

的一份协议，非法向伊朗和朝鲜运送产品而收到美国商

务部开出的该项禁令。 

  本周二，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詹姆斯路罗卡斯（James 

Rockas）说：“双方还未达成最终协议。” 

  中兴没有立即对此事发表评论。 

  有消息称，初步的协议内容包括，美国就该事件向

中兴开出 10 亿美元罚款和另外 4 亿美元暂由第三方保

管的预防未来违规的资金。该协议内容与路透社于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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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的报道基本吻合。该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商务部计划

修改于去年达成的和解，将中兴需支付的 3.61 亿美元也

做为和解的一部分。于是，中兴需要向美国支付共计约

17 亿美元的罚款。 

  消息称，中兴在上周末签订了一份由美国草拟的协

议，但没有在去年达成的、经修改后的和解上签字。协

议内容还包括，中兴需随时接受审查以确保美国公司供

应的零件都在以该公司宣称的方式被使用、在公开网站

上公布美国零件在该公司产品中的使用详情、和在 30

天内调整其董事会和高管团队。 

  中兴生产的硬件产品中的零件有 25%到 30%都来

自美国公司，这些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和搭建电信网络所

需的设备等。 

（文章来源：钛媒体） 

 

 

 国地税合并座谈会密集召开  专家

称传递出六大信号 

  《经济参考报》记者综合多方预测，由于食品价格

继续下跌，5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相

比上月或继续小幅回落，但随着猪肉价格出现触底反弹

的迹象，未来物价或有所回暖。 

  5 月份以来随着各地气温持续回升，各地蔬菜供应

充分，带动食用农产品价格持续回落。分品种来看，蔬

菜和肉类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特别是猪肉价格累

计下降幅度较大。截至 2018 年 5 月 20 日，22 个省市平

均的生猪价格和猪粮价比继续下跌，创下 2015 年以来

的新低。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根据以上分析，

预计本月食品价格环比将继续有所回落，预计下降幅度

在 3 个百分点左右。同期国内非食品价格整体平稳，但

5 月份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年内最大涨幅，预计将导致本

月非食品价格与上月相比小幅回升至 2.2%。同时，本月

翘尾因素为 1.34%，比上月回升 0.11 个百分点。因此，

初步判断 5 月份 CPI 同比涨幅可能为 1.6%，涨幅相比

上月继续有小幅回落。 

  尽管食品价格低迷，但也有很多市场机构认为，由

于猪价跌幅慢慢收窄，物价整体会小幅回暖。海通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表示，上周猪价、菜价止跌反弹，5

月商务部、农业部食品价格环比跌幅分别为 2.5%、3.1%，

食品价格继续下跌，将拖累 5 月 CPI 继续回落。预测 5

月 CPI 略降至 1.6%，6 月 CPI 会有所回升。另一方面，

5 月各类生产资料价格全面回升，PMI 工业品出厂指数

回升至年内高点，这意味着 5 月 PPI 有望出现明显回升，

短期通胀将继续分化。 

  广发证券宏观分析师盛旭表示，5 月中旬，22 省市

猪肉平均价格仅为 15.86 元/千克，跌破多年以来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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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同时，4 月生猪存栏量由去年末的 34153 万头下降

到 33439 万头。猪价与生猪存栏量同时出现剧烈下降，

导致猪周期关注度上升。国内典型的一个完整“猪周期”

大约持续 3-4 年，目前市场大致处于“猪价下跌-能繁母

猪淘汰”这一环节。目前猪价增速仍在下降，但由 2017

年 3 月开始的一波存栏量下滑来看，它的滞后传导作用

有利于猪价企稳，目前可能处于猪价的底部区域。 

  “预计 5 月 CPI 同比增速小幅抬升至 1.9%，食品

项仍是主要拖累但其环比跌幅有所收窄。”招商证券首

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则更为乐观。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 

 

 

 

 申购到的份额何时可以赎回? 

如果申购成功(销售机构未按规定将申购款划至注

册登记人账户上的非正常情况除外)，则 T+2 日就可以

使用该份额，例如进行赎回等(前提条件是基金已经开放

了日常赎回)，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接受基金投资人有效赎

回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支付赎回款项。如果申购

没有成功，申购资金在 T+2 日前就已经退回到指定的银

行账户中，当时即可用这笔资金继续申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