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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通讯

员 岳瑞轩）

自今年5月起， 国家税务

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自主研发了“增值

税发票申领分类分级管理” 功能，在

广州、佛山、东莞进行试点,利用大数

据手段为纳税人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和管理，提升发票申请办理效率。

增值税发票申领分类分级管理，

是指根据纳税人的涉税基本情况和

实际经营情况， 利用大数据对申领

增值税发票的纳税人进行科学分类，

并实行差异化服务和管理， 即对不

存在税收风险或者税收风险程度较

低的纳税人， 按需供应发票， 提供

优质领票服务， 扶持企业发展； 对

涉嫌存在较高税收风险的纳税人，

限制供应发票， 实施精准监督管理，

净化税收环境。

运用税收大数据对纳税人基础

关联信息、纳税信用等级、发票开具

信息、申报缴纳信息、风险管理信息

等进行综合评价，将申领发票的纳税

人按风险程度从低到高， 分为Ⅰ类、

Ⅱ类和Ⅲ类，并智能计算和匹配纳税

人发票月领用数量和最高开票限额

等供票参考值。 对于符合条件的税收

风险程度较低的纳税人，还可实现发

票自动发放，纳税人提交领用发票的

申请， 最快可在 100 秒内

（不到

2

分

钟 ）

领到发票，事项办理效率大幅度

提升。

为满足纳税人对发票业务办理

更便捷、更快速的要求，在增值税发

票申领分类分级管理试点过程中，广

东省税务局在创新发票领用模式和

技术应用等方面积极探索， 自9月起

试点开展“自主领票”，对于广州、东

莞的纳税人，实施自动发票供应信息

确认，自动发放发票电子号段，及时

为纳税人补充发票“库存”，实现发票

“一键申领”“自动确认”。

数据显示， 截至10月12日， 在试

点地区超过122万户次纳税人通过

“增值税发票申领分类分级管理” 功

能进行领票， 有接近55万户次纳税人

办理发票申领业务时体验了“自主

领票”， 纳税人发票申领事项基本能

实现“秒办结”。

广东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

处长陆群英表示，该局会持续对“增

值税发票申领分类分级管理”功能和

“自主领票” 的试点运行情况进行评

估和优化，并结合评估结果，适时、逐

步在全省范围推广。

当前的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备受

投资者关注。 在易方达丰和债券基金

经理张清华看来，二季度以来，中国

的疫情控制得最好，经济也最早出现

快速恢复，相应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也

最为领先， 这使得5月份以来利率水

平抬升和债券市场下行。“我们认为，

当前利率水平已经基本吸收了货币

政策正常化的影响，后续利率的走势

将取决于基本面的发展。 如果经济修

复的方向没有受到逆转的话，那么依

靠利率大幅下行带来的资本利得机

会可能已经非常有限。 ”张清华表示。

但他也认为，考虑到当前经济复苏阶

段仍然比较初期以及面临的较多不

确定性，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仍然难

以彻底转向，在相对充裕的流动性环

境下，债券市场可能仍然有获得票息

收益的机会。

随着市场波动性加大，不少投资

者开始寻找稳健收益的替代性产品，

其中“固收+” 公募基金凭借攻守兼

备、稳中求进的特色成为市场关注的

焦点。 这类“固收打底、权益添彩”的

产品首要考验的是资产管理人的大

类资产配置能力。 作为易方达丰和债

券等多只绩优“固收+”产品的基金经

理，张清华是怎么做的？ 他说：“我们

会先根据投资者的风险收益特征构

建一个长期的股债配置中枢比例，依

靠资产之间的负相关性，在达到收益

目标的同时平滑组合波动。 但是我们

的资产比例并不是一直不变的，我们

会根据内部的大类资产配置框架，围

绕这个中枢比例进行调整。 ”这意味

着，有时候他会超配股票，有时候会

超配债券， 债券中有时候会超配久

期，有时候会超配杠杆，但是如果拉

长期限来看，会发现股票和债券的平

均比例都是接近中枢水平的。

从投资策略来看， 易方达丰和

债券基金以债券投资为主， 可择机

适当投资股票等含权资产， 投资于

债券资产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 投

资于权益类资产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20%。 张清华也介绍称， 这只基金产

品主要是“固收打底”， 债券投资以

高评级信用债为主， 获取较为确定

的持有期回报； 权益配置以股票为

主， 在具备一定收益安全垫的情况

下， 精选个股， 力争在控制波动的

基础上获取超额收益。 本质上， 就

是在给普通个人投资者提供一个由

专业管理人进行混合资产或资产配

置的可选工具。

信息时报记者 梁海祥

广东增值税发票服务出“新招”

近55万户次纳税人体验“自主领票”

截至

10

月

12

日， 在试点地

区超过

122

万户次纳税人通过

“增值税发票申领分类分级管

理”功能进行领票，有接近

55

万

户次纳税人办理发票申领业务

时体验了“自主领票”，纳税人

发票申领事项基本能实现 “秒

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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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张清华：

债券市场或仍能获得票息收益

基金资讯

景顺长城基金持续打造基金盈利“超能力”

近日，海通证券发布基金公司权益

类基金超额收益排行榜，截至9月30日，

最近5年有7家基金公司实现了100%以

上的超额收益率，其中全行业排名第一

位的是景顺长城基金，其旗下权益类基

金超额收益率达110.31%。 数据显示，景

顺长城基金超额收益获取能力持续，近

5年、 近3年、 近2年超额收益率分别为

110.31%、70.14%、62.33%，分别位居12家

大型基金公司第1名、第2名、第4名。

据了解， 作为内地首家中美合资

基金公司， 景顺长城基金自成立之初

就确定并持续坚守“宁取细水长流，

不要惊涛裂岸” 的投资理念， 专注于

提升投资能力和培养投研团队。 在基

金经理考核上， 公司坚持以长期业绩

为主， 每年考核的业绩包括一、 三、

五年期， 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的权重

更高。 也正是对投资理念和长期业绩

的坚持， 使得公司主动投资能力得到

了极大的发展， 也为持有人创造了不

菲的超额收获。

大摩增值18个月定开债基迎来第3个开放期

今年的债券市场可谓跌宕起伏，自

今年初经历了一轮大幅上涨后，随后即

陷入了近6个月的调整。 摩根士丹利华

鑫基金固定收益投资部副总监、大摩增

值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经理张雪

表示， 债市经过了前期剧烈的调整，已

进入了一个配置价值区间。 对于中低风

险偏好的投资者而言，债券资产是风险

收益比更高的选择。

据了解，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旗下

的定期开放债基都是以18个月为封闭

期，而非市场常见的一年、两年期。 对

此，张雪解释，根据历史经验，18个月大

概率能覆盖一个债市周期，债市至少能

有一次交易性机会。 以18个月为周期可

穿越市场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在相对安

全的位置把握机会拉长久期。 据悉，10

月16日~26日， 大摩增值18个月定开债

基正迎来第3个开放期。 张雪表示，在下

一个运作期， 策略上倾向于进行长久

期、高杠杆的操作，通过对信用债的精

细研究，以获得票息、杠杆和资本利得

的收益，力争为投资人创造可持续的投

资收益。

华夏“TMT猎手”张帆的新基金即将开售

自2019年以来，A股“科技成长”风

格显著，市场上也由此涌现出一批精于

科技股投资的优秀基金经理。 以华夏基

金张帆为例，其管理的多只产品都参与

了科技股投资，且均有着亮眼的业绩表

现。 由张帆挂帅的新产品———华夏创新

驱动混合型基金也将于10月21日开售。

经托管行复核的基金净值信息显

示，截至9月28日，自张帆在2017年1月6

日开始管理华夏经济转型基金以来

（

2017

年

1

月

6

日至

2018

年

7

月

24

日与彭海

伟共同管理）

， 任职回报为118.98%，年

化回报为23.37%。 该基金获评银河证券

最新三年期五星基金评级。 而其从2019

年5月6日开始管理的华夏科技创新A

（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 与 周 克 平 共 同 管

理）

，也在短短1年多时间里净值接近翻

番， 任职回报为95.87%， 年化回报为

61.49%。 张帆2019年3月5日开始独自管

理的华夏科技成长在其任职期内回报

为71.98%，年化回报为41.17%。亮眼的管

理业绩以及对科技股行情的良好把握，

也使张帆赢得了“TMT猎手”的美誉，其

本次执掌的新产品同样以科技投资为

主要方向。

公告显示，华夏创新驱动混合型基

金的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60%

~95%，且最高50%的股票仓位可投资于

港股通标的股票，投资于创新驱动主题

相关股票的比例则不低于基金非现金

资产的80%， 相关行业包括新一代信息

网络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

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

现代农业等。

国投瑞银金11只基金前三季度收益超50%

今年前三季度，公募基金再一次展

现赚钱效应。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30

日，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年内平均

收益率分别为23.03%、23.76%，同期沪指

涨幅为5.51%， 大多数基民比股民投资

体验更幸福。 凭借出色的投资实力，国

投瑞银基金公司旗下国投瑞银精选收

益、国投瑞银创新动力、国投瑞银医疗

保健、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等11只基金收

益率超50%，其中上述4只达60%以上，在

震荡市场行情中仍为投资者创造了可

观回报。

今年前三季度，A股市场震荡上行、

波动较大，但也不乏结构性机会，医药、

科技、消费等板块行情向好，国投瑞银基

金旗下多只产品踏准市场节奏， 把握住

了投资机会。 以绩优基金经理孙文龙管

理的国投瑞银精选收益、创新动力、新兴

产业、稳健增长等几只产品为例，从其前

三个季度的持仓来看， 正如孙文龙一直

强调的投资逻辑， 沿着产业变迁和消费

升级的方向，优选创新药、休闲食品、物

业管理、电子、计算机等赛道，关注行业

景气， 陪伴优秀企业， 分享公司业绩成

长， 其管理的基金长期来看也获得了不

错的回报，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

历史总回报分别达624.08%

（基准收益

194.21%

）、

499.62%

（基准收益

65.72%

）

，年

化收益率分别为15.32%、2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