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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发行份额靠前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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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基金代码

007259

007035

007000

007010

006745

007496

007051

007736

007680

007097

基金名称

民生加银中债1-3年农发债

中银1-3年国开债

鹏华1-3年国开债A

国寿安保1-3年国开债A

交银中债1-3年农发债A

农银汇理丰泽3年定开债

招商中债3-5年国开行A

民生加银聚鑫3年定开

中加享利3年定开

汇添富中债1-3年国开债A

发行份额

(

亿份

)

224.00

124.50

116.00

114.01

102.05

100.00

97.13

95.00

91.00

83.11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中小

基金公司债基发行又现压力。 本周一，

鑫元基金发出公告称，由于没有达到基

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备案条件，旗下鑫元

享利债基的基金合同不能生效。 而在本

月初， 新华丰泽中短债A也因同样原因

募集失败。 不过，记者梳理发现，年内债

券型基金发行“冰火两重天”。 截至9月

17日，今年以来新成立的基金发行份额

合计达6562.23亿份，其中新成立债券型

基金合计发行份额为4102.08亿份，占比

高达62.51%。 具体来看，年内发行份额

超百亿的6只基金均为债券型基金。

债基发行“冰火两重天”

9月16日， 鑫元基金发出鑫元享利

债基基金合同不能生效的公告。 公告表

示， 由于未能满足规定的基金备案条

件，故基金合同未能生效。 而根据基金

合同，要达到基金备案条件需要满足基

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2亿份， 基金募

集金额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 且基金认

购人数不少于200人的条件。 根据公开

资料，鑫元享利债基于2019年5月2日开

始募集，截至2019年8月1日基金募集期

届满。

而在本月初，新华基金旗下的新华

丰泽中短债也因同样原因募集失败。

Wind数据显示，年内募集失败的基金已

经增至12只。 记者梳理发现，在上述12

只募集失败的基金中，除了中融智选质

量A、 工银优势品牌定开两只股票型基

金以及一只指数型基金外， 其余9只均

为债券型基金， 类型包括中长期纯债

型、短期纯债型、偏债混合型。

对比强烈的是，年内发行份额超过

百亿的基金共有6只，均为债券型基金。

其中，发行份额前三甲为民生加银中债

1~3年农发债、中银1~3年国开债、鹏华

1~3年国开债A， 具体发行份额分别是

224.00亿份、124.50亿份、116.00亿份。

年内债基发行份额创新高

今年权益市场跌宕起伏，年内债券

基金是新发主力。 Wind数据显示，截至

昨日，今年以来新成立的基金发行份额

合计达6562.23亿份，其中新成立债券型

基金合计发行份额为4102.08亿份，占比

高达62.51%。

具体来看，指数型债基备受资金青

睐。 截至昨日，年内共有6只基金发行份

额超过百亿份， 包括民生加银中债1~3

年农发债、中银1~3年国开债、鹏华1~3

年国开债A、国寿安保1~3年国开债A、交

银中债1~3年农发债A、 农银汇理丰泽3

年定开债， 除了农银汇理丰泽3年定开

债为中长期纯债型基金外，其余均为指

数型债券基金。

与此同时，今年债基发行份额有望

创下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近10年来，债

券型基金发行份额最高的是2016年，当

年债基合计发行份额为4205.41亿份。而

年内新成立债基合计发行份额排名第

二，目前已经达到4102.08亿份。 而距离

今年结束还有多达3个月的时间。

业内人士认为， 年内A股市场表现

反复，因此基金公司主要发行风险相对

较低的债券型基金。 而同质化严重时发

行情况分化的主要原因。

华创证券昨日研报表示，近期扰动

因素增加，叠加四季度部分账户锁定收

益减少操作，使得债市短期出现一定调

整，建议投资者多看少动；但中期看，基

本面弱稳定状态难以显著改善，货币政

策取向并未出现转向，且降成本操作继

续推进， 政策利率调降是大概率事件，

收益率难以趋势上行。 若未来长端收益

率继续调整，期限利差走扩，资产端收

益进一步优于负债成本，会吸引配置资

金进场，交易资金也可择机吸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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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 在沙特原油生产设

施遭袭后 ， 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

NYMEX 原油期货、布伦特原油期货

单日涨幅均超过 12%，成交量亦双双

创下近三年新高。 作为配置原油类

资产的工具， 原油基金热度明显上

升。 业内人士表示，后续仍需持续观

察沙特的复产情况， 如想借道基金

跟踪油价、捕捉短期行情，建议选择

与油价相关性较高的产品。

沙特是全球最大石油输出国，

其原油产能变化对全球石油供给状

况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据沙特方面

统计，其国家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

司）两处重要石油设施 14 日遭到无

人机袭击并发生火灾， 将使该国原

油产量减少 570 万桶/日， 约为沙特

原油产量的 50%、 全球原油产量的

5%。 市场人士分析称，这一事件为原

油供给带来不确定性， 因此推动油

价上涨。 若沙特产能恢复时间较长、

油价持续上行， 投资者可能需要调

整大类资产配置。

作为配置原油类资产的工具，

目前国内投资者可以选择的、 投向

全球范围的原油类 QDII 基金主要

分为两种， 一种是投向原油相关个

股的股票型基金， 另一种则是投向

原油 ETF 和原油基金的 FOF 基金，

后者受股市行情干扰较小、 与国际

原油价格走势的相关性更高， 因此

更适合想通过短期交易来捕捉油价

上涨机遇的投资者。

易方达原油 （A 类人民币 ：

161129；C 类人民币：003321；A 类美

元：003322；C 类美元：003323） 是目

前市场上唯一一只兼备人民币和美

元份额的原油 FOF 基金, 在全球范

围内精选优质的原油 ETF、 原油基

金。 今年二季报显示，该产品投资于

原油 ETF 的资产占比超过 94%。 据

Wind 统计，截至 9 月 13 日，该产品

（A 类人民币份额） 年初以来涨幅已

达 18.35%。

国际油价大涨 借易方达原油基金布局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9

日， 华安基金旗下 18 只主动权益

基金年内收益率达 50%以上， 另有

6 只收益率超 40%， 15 只收益率超

30%， 为投资者创造了可观收益，

相比沪指同期 21%的涨幅也有明显

的超额回报。 从行业整体来看， 多

家基金管理人旗下产品年内业绩不

俗， 华安基金投研实力出色， 在其

中处于领先水平。 上述同源数据显

示， 截至 9 月 9 日， 华安基金年内

回报超 60%的基金产品有 7 只， 超

50%的有 18 只， 分别排名行业第 3

和第 1， 这离不开背后的专业投资

团队。 华安基金一直致力于打造适

应不同市场环境和经济周期的全天

候投资管理能力， 力争成为“全天

候投资专家”。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17日

发布公告称，开展1年期限中期借贷

便利

（

MLF

）

操作2000亿元， 利率

3.3%，与此前的利率相同。

据了解， 新版LPR的第二次报

价将于9月20日公布，将按公开市场

操作利率

（主要指

MLF

利率）

加点形

成。 央行在当日2650亿元MLF到期

的情况下， 利率不变进行了缩量续

作。

当日央行未开展逆回购操作。

因当日还有800亿元逆回购到期，央

行实现流动性净回笼1450亿元。

当日， 银行间市场各期限利率

涨跌互现。 17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放利率

（

Shibor

）

显示，隔夜利

率为2.565%， 较上一个交易日上行

22.9个基点；7天和14天利率分别为

2.638%、2.659%， 均较上一个交易日

下行 0.4个基点； 一年期利率为

3.043%，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

债基发行又现压力

今年来债基募集“冰火两重天”

央行开展2000亿元MLF操作 利率不变

华安基金18只产品

年内回报超50%

对于众多普通投资者而言， 如

难以有效判断市场， 那么拥有一只

追求稳定收益的基金产品就显得尤

为重要。 以鹏华基金稳定收益投资

部管理的鹏华尊惠 18 个月定开混

基为例， 据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今

年以来至 9 月 13 日， 该基金以

22.70%的净值增长率在同类 58 只

定期开放式偏债型基金

（

A

类）

中

排名第一。 据了解， 该基金成立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 将于近期结束

18 个月封闭运作期， 并迎来首个

开放申赎期。 由于该基金采取定期

开放式运作， 截至 2019 年 9 月 13

日， 基金持有人均享受到第一期

17.89%的投资回报。 该基金在短、

长期回报周期业绩都表现不俗， 过

去 6 个月回报 13.99%， 位列同类

1/60； 过去 1 年以 22.80%的回报

率在同类基金中排名第二。

鹏华尊惠18个月定开

混基年内回报逾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