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内收益前十对主动股票型基金（数据来源

:wind

截止日期：

9

月

10

日）

证券简称

广发双擎升级

交银成长 30

银华内需

博时回报灵活配置

交银经济新动力

博时医疗保健行业 A

广发创新升级

万家优选

国联安优选行业

博时特许价值 A

年内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

%

）

87.86

87.21

84.40

82.85

81.02

80.63

78.15

77.50

77.27

77.26

截止二季度末基金份额（亿份）

0.36

2.39

9.64

3.00

8.69

5.35

12.92

2.72

4.11

2.63

申购赎回状态

暂停大额申购、开放赎回

开放申购、开放赎回

开放申购、开放赎回

暂停大额申购、开放赎回

开放申购、开放赎回

开放申购、开放赎回

开放申购、开放赎回

开放申购、开放赎回

开放申购、开放赎回

开放申购、开放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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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在广州地区绿色金融行业自

律机制秘书长换届会议上， 广东华兴银

行接任广州市绿色金融行业自律机制秘

书长单位， 将与自律机制成员单位一起

开启绿色金融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一直

以来， 广东华兴银行积极践行国家和地

方绿色经济发展战略， 全面布局绿色金

融。 广东华兴银行以绿色金融作为差异

化发展的新引擎， 以绿色金融债券为抓

手，扎实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助力改善区

域融资环境，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兴绿色

金融模式。

明确战略目标 开创绿色金融新体系

自成立以来，广东华兴银行一直严格

坚守信贷政策底线，初步形成了绿色信贷

的经营理念。 2016 年广东华兴银行正式

确立了发展绿色金融的战略目标，通过政

策制定、建立绿色金融团队和第三方绿色

项目认证等方式搭建完善的绿色金融管

理体系， 开创性地全面发展绿色金融体

系。

2016 年， 广东华兴银行获得了中国

人民银行和广东银监局同意，获准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

人民币的绿色金融债券， 并先后于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8 月及 2018 年 7 月分

别成功发行了 10 亿元、20 亿元及 20 亿

元绿色金融债券，标志着广东华兴银行完

全开启绿色金融发展道路。 绿色金融债

券作为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与绿色信贷

中长期融资项目类型匹配，不仅有效地解

决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问题，也提升了

广东华兴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及中长

期绿色信贷的投放能力。

在内部管理方面， 广东华兴银行制

定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明确相关部

门的职责分工，并就内部资金管理、第三

方认证等进行了规定， 确保绿色金融债

券资金专款专用；在业务开展方面，一方

面广东华兴银行在总行层面成立绿色金

融专业团队， 由专人负责绿色金融相关

事宜， 推出针对绿色产业特定需求的融

资产品， 向绿色企业推广定制化绿色金

融服务方案；另一方面，通过独立第三方

机构对广东华兴银行项目进行认证，对

绿色金融债券的资金使用及管理、 项目

评估及筛选、 信息披露及报告等方面进

行全面的审核。

在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广东华兴银

行在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同时，还不断加

强各项风险管理工作， 从绿色贷款用途、

行业、质量维度三个方面进行数据自查和

统计，建立绿色贷款专项统计监管报送系

统，确保绿色项目风险可控，全面提升广

东华兴银行绿色金融质量。

遵循市场规律 创新绿色金融新服务

作为在广东省内明确绿色金融发展

战略的标杆绿色银行，广东华兴银行密切

关注区域性绿色经济发展， 紧跟环保、节

能等行业发展动态，摸底储备潜在绿色项

目。在信贷政策及总体环境效益目标的指

导下，不断在商业模式、产品、营销等方面

开拓创新，形成了有效的绿色信贷支持做

法和具有广东华兴银行特色的绿色金融

发展模式。

在商业模式方面，广东华兴银行遵循

市场化业务发展模式，摆脱了一般的资产

负债模式，创新了负债端资金来源和资产

端项目筛选。 在准确把握前后端基础上，

广东华兴银行大刀阔斧地对现有业务模

式、人员设置、营销模式、配套金融方案进

行优化、创新。

在项目筛选方面，广东华兴银行在制

度上、流程上、项目类别上严格把关，在有

绿色标准可依的情况下，创新建立“绿名

单”企业库，内外部营销双管齐下，创新形

成了“名单制营销”模式，获客成效显著。

在产品创新方面，广东华兴银行在通

用信贷产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环保节能

行业企业特性及资金匹配需求，创新金融

产品，打造了兴碳贷、合同能源管理等一

系列绿色金融产品。

在交流合作方面，广东华兴银行重点

加强同绿色金融领域对外交流合作，撬动

并创新性地开拓了政银企合作的新局面：

通过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所募集资金直接

作用于绿色实体经济，夯实了广东华兴银

行在区域绿色经济的地位， 搭建政银企

“绿色项目合作平台”，打开了信息共享与

业务交流的良好局面。

构建生态文明 收获绿色金融新成果

通过不断加强针对绿色经济、循环经

济、低碳经济领域项目的资金支持，广东

华兴银行为构建生态文明提供了有力支

撑，取得了经济效益良好、社会效益卓著

的优异成果，环境效益更是效果卓著。

截止 2019 年 7 月末，广东华兴银行

累计投放项目 69 个，投放金额 149.81 亿

元， 尚有余额项目 62 个， 余额 65.45 亿

元；环境效益方面，广东华兴银行绿色信

贷业务已经全面覆盖节能、污染防治、资

源节约与循环利用、 清洁交通、 清洁能

源、 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六大类绿

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此外，广东华兴银

行绿色金融对节能减排、循环利用、污染

防治等成效显著， 充分践行了绿色发展

理念， 对地方环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卓

越贡献。

打造交流平台 促进绿色金融区域共赢

广东华兴银行于 2019 年 9 月顺利接

任广州市绿色金融行业自律机制第二任

秘书长，将致力于为广州地区金融同业打

造交流平台，促进绿色金融区域共赢。 下

阶段，广东华兴银行将严格履行作为广州

市绿色金融行业自律机制的成员单位及

第二任秘书长的职责，积极推进自律机制

工作方案实施落地， 紧密联系各成员单

位，形成广州绿色金融机构合作共赢的良

好氛围，以自律机制促进广州市绿色金融

市场规范发展，推动广州市经济增长模式

向绿色转型，并为绿色金融推进经济建设

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提供可推广可

复制的经验。

广东华兴银行助力绿色金融 开启合作共赢新局面

受益于结构性行情

6只股基年内收益已超80%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年内A

股市场可谓跌宕起伏，在一季度实现突

破性上涨后，二季度出现回调，三季度

依旧保持横盘震荡状态。 尽管市场表现

反复，但并没有阻碍部分公募基金取得

良好收益。 Wind数据显示，在存量主动

股票型基金中，截至9月10日，广发双擎

升级混合、交银成长30混合、银华内需

等6只基金年内净值增长已超80%，距离

净值翻倍仅一步之遥。 整体来看，年内

仅有36只主动股基收益为负。 为了保护

投资者权益，两只大牛基已经对大额申

购进行了限制。

两只牛基已暂停大额申购

数据显示，截至9月10日，今年以来

表现最亮眼的主动股票型基金为广发

双擎升级混合，收益率达87.86%。 紧随

其后的交银成长30混合和银华内需也

分别获得了87.21%、84.40%的收益。 此

外，交银经济新动力、博时回报灵活配

置、 博时医疗保健年内回报率均超过

80%。

上述牛基中，大都聚焦投资大消费

领域。 例如广发双擎升级混合，二季度

股票仓位较一季度上升了12个百分点，

重点配置了生物医药、食品饮料、科技

及自主可控等板块。 其基金经理在半年

报中表示， 考虑到A股当前偏低的估值

以及相对友好的政策环境，对权益市场

的中长期走势保持乐观，行业配置上沿

着核心资产和弹性资产为主要的两条

主线进行行业选择。

从规模来看，截止二季度末，上述6

只回报超80%的基金份额均在10亿份以

下，如广发双擎升级混合仅有0.36亿份，

交银成长30混合也只有2.39亿份。

目前， 为了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 广发双擎升级混合和博时

回报灵活配置已对大额申购进行限

制。 广发双擎升级混合昨日公告表

示， 为了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 限制超过5万元以上的申购； 汇

安丰泽、 华安媒体互联网目前也暂停

了大额申购 ， 其年内收益分别为

75.56%、 74.3%。

仅36只主动股基收益为负

年内大部分主动股票型公募基金

的赚钱效应相当不错。 Wind数据显示，

年内收益率超过60%的主动股票型基金

有100只， 如广发创新升级、 万家优

选、 国联安优选行业等。 整体来看，

截至9月10日， 今年以来可统计数据的

3203只主动股票型基金中， 平均回报

为26.96%， 仅有36只年内收益告负。

机构资金成为最大赢家。 从半年报

披露的数据来看， 截至上半年末， 机构

投资者在公募基金的占比已高达

64.02%。 而其中多只年内排名靠前的主

动股票型基金中， 机构投资者占比出现

明显提升。 以年内回报达到81.02%的交

银经济新动力为例， 机构持有比例去年

末仅有8.16%， 但在今年上半年末， 已

经大幅提升至61.22%。 Wind数据显示，

万家优选、 博时特许价值A、 富国消费

主题、 诺安成长等基金的机构投资者持

有比例， 在上半年也提升了7个百分点

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