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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募资“冰火两重天”

新基金发行份额环比骤降超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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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发银行与华为钱包跨界合作

升级，依托业内领先的Ⅱ/Ⅲ类账户功能,

正式上线“华为钱包” 零钱业务， 助力

Huawei Pay 支付金融体系升级，以期为客

户提供更便捷、更贴心的综合金融服务。

科技赋能，合力打造卓越金融服务

最新上线的“华为钱包”零钱业务是

华为与广发银行合力提供的电子账户服

务，基于“华为帐号+银行账户”的先进模

式， 通过在华为手机预装的“华为钱包”

APP，可为客户提供智能、多样、便捷、安

全的综合金融服务。 只需几步简单的操

作，客户即可完成“华为钱包”零钱开户，

基于华为“卡码合一”功能，无需打开 APP

即可畅享便捷的消费支付体验。 同时，广

发银行为客户提供了定制化余额理财、一

键式货币基金申购等智能财富管理服务，

让客户零钱生钱。更具创新意义的是，“华

为钱包” 零钱业务首次推出华为“零钱

卡”，打通支付消费和智能理财，支持客户

使用零钱余额、基金和绑定的银行卡进行

支付，更可在手机闪付、银联二维码等不

同场景下自由使用。 同时，客户可在华为

钱包 APP 中直接申请广发银行信用卡，

畅享“超级广发日”的各种优惠。为了让客

户安心,广发银行还联合华为为客户购置

了账户险，全面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

广发银行主动发力供给侧，以电子账

户为核心，整合支付通道、资金清算、资金

监管、财富管理、信贷支持等功能模块，以

全新的业务模式和创新思路，与合作平台

打造了多个功能完善、定制灵活、模式多

样的钱包应用，为客户带来领先的数字体

验和智慧服务，逐步构建起以客户需求为

中心的综合金融供给体系。

深挖价值，跨界合作助推普惠金融

随着银行业产品同质化的情况越来

越普遍，广发银行一直致力于打造具备差

异化优势的多重服务体系，通过“三大策

略”，深度挖掘跨界合作价值：一是结合特

定场景，深挖客户共性需求，为其提供有

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二是利用大数据构建

客户的分层经营和服务体系，多维度为客

户服务；三是借助互联网等技术重塑服务

流程，提升客户体验。

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提出，大力发展普惠

金融，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借助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降低金融交

易成本，延伸服务半径，拓展普惠金融服

务的广度和深度。

广发银行多年深耕科技金融，助力推

动普惠金融升级发展，此次发力“华为钱

包” 将再次拓宽该行普惠金融服务范围，

降低金融服务门槛，让支付“一挥而就”，

让金融“触手可及”。 下一步，广发银行将

整合优势资源，锻造精品产品，塑造差异

化竞争优势。

广发银行助力华为钱包服务新升级

打造便民金融新体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A 股市

场在横盘调整中，公募基金的募集情况

也出现了分化。 一方面，睿远成长价值

等产品在明星基金经理、产品主动管理

能力强等光环的加持下， 强势吸金；另

一方面，市场也频频出现基金产品延长

募集期、 成立规模刚过及格线的情况。

Wind 数据显示，7 月以来， 市场共成立

了 60 只公募基金， 合计发行规模为

617.11 亿份。 而 6 月份共有 92 只基金

成立，合计发行规模高达 896 亿份。 也

就是说，7 月份新基金整体发行份额环

比骤降 31.13%。

明星基金强势吸金

公募基金最终确定配售的情况再

度在睿远成长价值身上上演。 7 月 29

日，此前突然放开大额申购的爆款基金

睿远成长价值披露了配售比例公告。 公

告显示， 该基金在 7 月 26 日取消申购

限额后，截至当日 15 时，基金存量份额

与当日净申购份额合计超过 90 亿份。

根据基金合同等相关规定，基金管理人

对 7 月 26 日的申购

（ 含定投）

份额按

“比例确认”原则进行部分确认，确认比

例为 26.2158%。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末，睿远成长

价值 A、C 份额合计规模为 59.66 亿份，

也就是说睿远成长价值此次放开申购

限制后，对新申购的最终确认申购份额

大概在 30.33 亿份左右， 投资者申购该

基金份额超过 115.69 亿份。

此前发售时，该基金也曾被疯抢。 3

月 21 日，睿远成长价值开始首募发行。

根据相关公告，当天获得逾 710 亿资金

认购， 共有超过 41 万户投资者参与了

认购，最终宣告提前结束募集，并启动

比例配售 ，A 类份额配售比例仅有

7.03%。

此外，不少由明星基金经理挂帅的

产品也备受资金的追捧。7 月初，由刘彦

春管理的景顺长城绩优成长基金，募集

规模接近 30 亿元； 丘栋荣管理的中欧

匠心两年混合基金，发行吸金也超过 10

亿元。 这反映出明星基金的强劲吸金能

力。

基金发行环比下降

但从新基金发行数量来看， 情况

不容乐观。 Wind 数据显示， 按基金成

立日计算， 7 月共有 60 只新基金 （合

并份额） 成立 ， 合计发行规模为

617.11 亿份， 平均发行规模为 10.29 亿

份， 较 6 月份 9.74 亿元的平均发行规

模略增。 不过， 6 月份共有 92 只新基

金成立， 合计发行规模高达 896 亿份。

也就是说， 7 月份新基金整体发行份额

环比下降了 31.13%。

相比爆款基金，新基金市场发行情

况分化明显。 具体来看，7 月共有 92 只

公募基金产品成立， 发行份额在 10 亿

以上的有 14 只， 其中富国中证军工龙

头 ETF、 华夏中债 3-5 年政金债 A、中

欧盈和 5 年定开债发行规模均在 70 亿

以上。 但是， 除了富国中证军工龙头

ETF 外，另外两只基金有效认购户数在

600 户以下。此外，更多基金的成立规模

则刚刚过了合格线，占比超两成。 如大

成惠福纯债、华泰保兴安悦、东兴未来

价值 A 等 20 只基金， 发行规模处于 2

亿份~2.5 亿份之间。

部分基金公司甚至延长基金募集

期。 7 月 26 日，新华基金发布关于新华

MSCI 中国 A 股国际 ETF 联接延长募

集期的公告，表示该基金于 7 月 1 日开

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7 月 26 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决定将

基金的募集时间延长至 8 月 9 日。 记者

梳理公告发行，7 月以来，信达澳银核心

科技混合、 长信富瑞两年定开债 A/C、

嘉实养老 2030 混合(FOF)等多只基金延

长了募集期。

从 1994 年成立上海办事处 ，到

2019 年迎来进入中国内地 25 周年的

“成人礼”，施罗德投资见证了中国内地

资本市场从小到大、从小心试探到蓬勃

发展的全过程。 日前，施罗德投资中国

业务总裁郭炜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正

在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希望海外投

资能给国内理财市场带来很好的补充。

未来施罗德投资将在中国倾注更多发

展资源，为中国内地投资者带来更好的

投资理财服务，也为推动国内资产管理

行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施罗德投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04 年，在 200 余年金融市场兴衰更替

中，施罗德保持着持续的竞争力。 在郭

炜看来，施罗德投资的基业长青有赖于

其非常强大的风险管理文化，这种文化

不仅体现在公司，还根植于各个投资团

队、投资策略中。 施罗德投资非常专注

资产管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施

罗德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管理的

资产规模总值达 5367 亿美元。 同时施

罗德集团稳定的股权结构，保证了公司

长期发展策略的延续性和透明度。 此

外，在不同的市场风险下，施罗德投资

均可以提供满足客户不同需求的产品，

给客户带来多元化的投资回报。这些综

合因素，使施罗德投资经历全球金融市

场多轮兴衰而基业长青。

目前施罗德有超过 5000 名优秀专

才派驻全球 32 个市场， 为投资者网罗

国际投资视野、发掘优厚投资潜力。 同

时，施罗德也在致力培养本地研究和投

资人才团队，为中国内地投资者提供股

票、固定收益、多元资产及另类资产的

全方位投资服务。 截至 2019 年 4 月 16

日，施罗德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已

拥有超过 30 名团队成员， 他们通过与

施罗德派驻全球的优秀专才协作互补，

持续为国内投资者提供精确的投资分

析及带来长期价值的投资机遇。

谈到未来发展规划， 郭炜表示，

施罗德投资在中国内地的业务从两方

面入手， 一方面继续与多家分销商及

施罗德的中国合资公司交银施罗德合

作， 确保能够为中国内地投资者提供

一系列投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在私

募基金领域进一步试水， 继 2018 年推

出首只境内私募基金后， 目前施罗德

投资在中国内地备案的私募基金总数

已达 4 只。 希望中国内地投资者逐渐

认可国际化、 机构化的投资理念和风

格， 施罗德将帮助客户进一步实现多

元化的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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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中国内地25载

施罗德投资致力提供多元化产品

施罗德投资中国业务总裁郭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