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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业21年累计分红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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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

简称

天弘

华夏

易方达

南方

博时

工银瑞信

嘉实

兴全

广发

建信

公募管理

开始日期

2005/10/8

1998/4/28

2001/7/12

1998/3/27

1998/7/25

2005/8/31

1999/4/8

2004/5/11

2003/12/3

2005/12/1

1998-2018

基金

累计分红总额（亿元）

1879.8238

1523.2629

1112.7813

1044.8141

1036.2718

1020.4039

914.8965

738.946

695.9454

659.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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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今年以来， 借着A股市场上涨

东风，可转债收益随之水涨船高。截

至4月11日，年初至今中证转债指数

涨幅已达18.63%。因此，投资可转债

的各大基金也表现突出，Wind数据

显示，截至4月7日，可转债基金年内

平均收益率达到了19.3%，远超其他

债券类产品。

据悉， 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基金

（

A

类：

006466 C

类：

006467

）

将于4月

15日起发行， 主要瞄准可转债与信

用债的轮动投资机会， 可在可转债

与信用债之间灵活配置， 充分捕捉

不同债市品种的投资机会， 力争实

现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

穗房贷利率已有松动空间

首套房平均利率降至5.42%，环比下降1.81%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继上月

深圳首套房贷利率下调后，市场传出广

州地区的房贷利率或有所变化，记者向

广州地区四大行的相关人士求证后获

悉，目前房贷利率暂未有变化，不过近

期或将迎来下调。 同时有数据监测机构

指出，目前广州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42%，未来整体利率仍可能继续下行。

近期内或迎来利率下调

据了解，3月份，深圳主要银行的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已经下调，其中，四大

行的首套房贷利率已经调整为基准利

率上浮5%，二套房贷利率调整为基准利

率上浮10%。 此外，其余多家银行也有调

整，部分银行称优质客户可以做到基准

利率。

数据监测机构融360在4月12日发

布的3月份中国房贷市场报告中指出，3

月深圳地区房贷利率下调了两次，目前

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25%，较上期下

降21个基点； 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58%，较上期下降16个基点。 其中，中、

农、工、建、交、邮储6家国有大行的首套

房贷款利率最低可执行基准上浮5%。

彼时，市场更有声音传出称广州的

房贷利率将会下降，其中在房贷市场上

占有大部分份额的工农中建四大行的

房贷利率已经降为基准利率上浮5%。 不

过截至发稿，市内四大行的相关人士均

对信息时报记者表示，目前房贷利率暂

无变化，首套房贷利率依然为基准利率

上浮10%，二套房上浮15%。

不过，广州房贷利率的下调似乎已

经有松动的迹象，某国有大行广州分行

的相关人士对信息时报记者表示，目前

广州地区房贷利率已有松动的空间，首

套房贷利率在近期或将会迎来下调，不

过具体还是要以相关银行的公告为准。

全国首套利率连降四个月

监测数据同时显示，全国首套房房

贷平均利率已连降四个月。 3月首套房

贷款平均利率为5.56%， 较上月下降7个

基点。 3月又有138家银行下调了房贷利

率，涉及银行数量是上月的3倍。 其中，

工、农、中、建国有四大行首套房贷款平

均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12.9%，上浮程度

较上期下降1.5个百分点

（上期上浮

14.4%

）

。

二套房方面，3月全国

二套房贷款平均利

率为5.89%，较上月回落10个基点，这已

经是连续第5个月回落， 且下降幅度达

到最大， 与2月的5.99%相比下降了10个

基点。

具体到广州来看，3月广州首套房

贷款平均利率为 5.42% ，2月份约为

5.52%，环比下降1.81%；二套房贷款平均

利率为5.71%，二月份为5.85%，环比下降

2.39%。 广州地区共监测了23家银行分

（支）

行，目前，执行基准上浮10%的银行

数量最多，有9家，执行基准上浮5%和8%

的分别有4家，另外，还有2家银行分别执

行基准上浮20%和30%。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

表示，首套平均利率连降四个月，已回

归至去年4月份水平， 未来整体利率仍

可能继续下行，但主要还要看当地的房

地产政策是否会发生大的变化。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指出，对于广州市场来说，当前潜

在的购房需求很多，政策层面上也会有

宽松的地方，所以类似房贷利率下调的

消息基本上还是属实的。 实际上今年银

行贷款资金相对比较充裕，这个时候银

行贷款政策都会有所松动。 对于广州市

场来说，类似贷款利率松动将利好购房

需求释放。

基金业21年分红榜名单出炉

累计分红超千亿的公司有工银瑞信、华夏、易方达等6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伴随

2018年基金年报披露完毕，基金公司旗

下产品的利润数据得以揭晓，基金业21

年累计利润排名亦新鲜出炉。银河证券

数据显示，去年129家基金公司中，56家

实现盈利，工银瑞信、天弘等4家公司旗

下基金整体利润达百亿以上。由于2018

年股弱债强，各类基金中仅货币基金和

债券基金实现正利润，因此在固定收益

投资管理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银行系

基金表现强势，基金利润榜单前十的公

司中银行系占7家。

而从公募基金业诞生21年的长期

视角来看，穿越1998年至2018年21年的

市场跌宕起伏，公募基金累计为持有人

实现21110.9亿元的投资收益， 平均每

年高达千亿。纵观银河证券所统计的行

业历史数据， 混合型基金赚钱最多，共

创造利润10903.44亿元，在各类型基金

中第一， 其次为货币基金8726.74亿元

和债券基金3246.85亿元。 从基金公司

角度看，利润总额排名领先的公司大多

数是产品业务布局均衡、长期业绩良好

的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 如工银瑞信、

易方达、博时等，其中千禧年后2005年

才成立的工银瑞信旗下基金累计利润

跻身行业第六位， 居银行系公司首位，

达868.33亿元。

可观的盈利取决于基金优异的业

绩表现。以2018年盈利主力军———固收

基金为例，工银瑞信旗下17只固收产品

年度利润过亿，其中多只债基凭着优异

的收益能力成为同类中的“盈利大户”，

如工银双利债券基金，2018 年净值上

涨9.61%，银河证券排名2/200，凭借5.1

亿元夺得二级债基利润榜冠军。

除了基金利润，随着本次年报一起

披露的还有基金分红数据。 2018年基金

公司分红前三名依次为天弘、 工银瑞

信、建信。 而从行业21年基金分红的整

体数据来看，累计分红超千亿的公司只

有工银瑞信、华夏、易方达等 6 家，工

银瑞信以1020.4亿元的历史分红总额

再度领衔银行系基金， 领先第二名逾

360亿元。

平衡型选手浦银

双债正式发售

受益于场内交投情绪高涨、流

动性持续得到改善、 科创板相关细

则落地等利好， 沪指目前拉涨至

3200点上方。 更有一些绩优基金由

于前瞻布局热点板块，成功“吃下”

今年的大涨行情。 银河证券数据显

示，截至4月4日，新华中小市值优选

年内收益52.84%，在同类415只偏股

型基金

（

A

类）

中排名第7；同期新华

外延增长主题收益56.96%， 同样在

457只同类灵活配置型基金

（

A

类 ）

中排名第7。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早在去年就

已将圣农发展、正邦科技、长江证券

等股票收入囊中； 新华外延增长主

题2018年四季报中也出现了牧原股

份、中兴通讯、恒生电子等身影，且

均维持股票高仓位运作， 较好地抓

住了今年这波反弹行情。

新华基金旗下两

只 产 品 年 内 收 益 超

50%

近日，备受瞩目的基金业“奥斯

卡”———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结

果正式揭晓， 国寿安保基金荣获固

定收益投资金牛基金公司大奖。

在海通证券最新发布的《基金

公司权益及固定收益类资产业绩排

行榜》中，截至2018年末，国寿安保

基金最近1年、2年、3年旗下固收类

基金产品收益率， 均在固收类基金

大型公司中排名第一。 在最新发布

的《海通证券三年综合系列基金评

级》报告中，国寿安保基金的债券投

资能力在全市场中脱颖而出， 荣获

三年期五星评级。

国寿安保基金荣

获固定收益金牛基金

公司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