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FUND

第 374 期 今日 12 版
2022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一
基金报微信

基金报 APP

机会宝 APP

中国基金报
五位券商首席经济学家：
五位券商首席经济学家
：

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0186

05
邮发代号 45-22

明确四大要求 证监会严格监管重要货币基金
中国基金报记者 李树超
为了完善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监管，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1 月 14 日，
中国证监会研究起草了《重要货币市场基
金监管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暂行规定》），对规模大于 2000 亿或投资
者数量大于 5000 万个的“重要货币市场基
金”，
明确附加监管要求，
明确风控机制，
加
强未雨绸缪，
提高运作稳健性。
据中国基金报记者统计，满足上述要
求的“重要货币市场基金”只有天弘余额
宝、易方达易理财两只产品，
上述产品分别
在阿里旗下蚂蚁财富、腾讯旗下理财通平
台销售，
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海量客户，
两只
产品规模都在去年三季度末分别超过
7600 亿元、2400 亿元，有望纳入“重要货币
市场基金”。

四个
“明确”
加强审慎监管
重要货币市场基金
近年来，
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快速发展，
整体规模超 25 万亿元，其中，货币市场基
金规模 9.4 万亿元，
投资者数量突破 5 亿。
作为一类成熟的现金管理类产品，货
币市场基金是境内外市场公募基金的重要
品种之一，投资门槛最低，具有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投资成本低等特点。货币市场
基金积极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广大投资者
财富管理。鉴于个别货币市场基金规模较
大或投资者数量较多，为进一步提升基金
管理人抗风险能力，
增强产品韧性，
确保投
资者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证监会研究
起草了上述《暂行规定》。
《暂行规定》对重要货币市场基金提出
更为严格审慎的监管要求：
一是明确了重要
货币市场基金的定义。重要货币市场基金
是指因基金资产规模较大或投资者人数较
多、与其他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关联性较
强，
如发生重大风险，
可能对资本市场和金
融体系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货币市场基金。
二是明确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评估范
围、标准和程序。明确单一基金满足净资

产 规 模 大 于 2000 亿 元 或 投 资 者 数 量 大 于
5000 万个等条件的，应纳入参评范围，其中
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并在同一销售机构销售
的不同货币市场基金应予合并计算。证监会
将对参评产品予以评估、
确定最终名单并予以
公示，
评估标准主要包括规模、
关联度、
可替代
性和复杂性四方面指标。对于规模和投资者
数量已连续 3 个月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产品，
证
监会可将其移出重要货币市场基金名单。
三是明确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附加监管
要求。
《暂行规定》从经营投资理念、风险管
理、人员及系统配置、投资比例、交易行为、规
模控制、申赎管理、销售行为、风险准备金计
提等方面，对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管理
人、托管人和销售机构提出相较常规基金更
为严格审慎的要求。
四是明确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防控
和监督管理机制。一是要求基金管理人及相
关市场主体应当共同制定合理有效的风险应
对预案，
提前对风险处置事项做出安排。二是
规定重大风险情形下的风险处置小组机制，
以
及基金管理人等市场主体风险处置责任及要
求。三是规定不同情形下基金管理人自有资
金、
风险准备金、
主要股东等处置资金来源。
天弘基金相关人士表示，相关监管措施
的出台强化了主体的职责，
明确了处置机制，
给予市场机构重要的指引，使管理人及相关
主体在巨大的市场诱惑下会衡量相关成本，
不至于盲目冒进，相关规定对市场的平稳运
行和产品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对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在
证监会的领导和指导下，天弘基金自 2017 年
便开始以比普通货币基金更加严格的风控标
准来管理相关货币基金。
”
据记者统计，截至 2021 年三季末，满足
规模大于 2000 亿或投资者数量大于 5000 万
个的“重要货币市场基金”只有天弘余额宝、
易方达易理财两只产品，此外，华宝现金添
益、博时合惠等 8 只产品规模超过 1500 亿元。

基金业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统筹发展和防风险的平衡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新规有利于推动重

要货币市场基金的高质量发展，更好践行普
惠金融，服务广大投资者财富管理；同时，新
规注重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相结合，有助于
弥补监管空白，完善监管框架。在公募基金
行业“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的大环境下，
将更
加有利于统筹发展和防风险的平衡。
北京一位基金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
《暂行规定》要求管理人建立更为长期、审慎
的经营投资理念，
设置更为严格的风控指标，
将有利于提升基金管理人的抗风险能力，增
强产品韧性，确保投资者投资重要货币市场
基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另一方面，
新规还有
利于鼓励头部基金管理人、头部基金产品做
大做强，
支持基金公司夯实投研专业能力，
提
高综合财富管理服务能力，推动重要货币市
场基金和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
天弘基金认为，伴随着利率市场化和第
三方支付的快速发展，货币基金规模出现爆
发式增长，也出现了单只基金规模巨大的货
币基金，货币基金不论是从品类的角度还是
从单只产品的角度，都已经成为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市场参与主体。此次出台《暂行规
定》，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抗风险能力，
减少单只或单品类产品可能对市场形成的冲
击，
对保护投资者利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监管背景看，2018 年以来，一行两会
就陆续出台《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监管的指导意见》、
《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
法》、
《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
等监管规则。现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
规则是从机构角度出发，
而本次《重要货币市
场基金监管暂行规定》是从资管产品角度，
是
对前述规则的有益补充。
从基金行业发展看，近年来基金行业在
大发展中更加注重“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在
发展中注重统筹发展和防风险的平衡。易会
满主席多次讲话强调“更加突出抓规范、防风
险和促创新的统筹平衡”，
“努力走在市场曲
线前面”，
研究措施对重要货币市场基金加以
合理约束，
强化风险管控，
有利于提升监管前
瞻性，
提高行业发展韧性。同时，
《暂行规定》
对投资运作指标做出更为严格审慎的规定，
压实机构主体责任，也前瞻性地做好了风险
防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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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均衡配置 一季度紧抓
“稳增长”
主线
中国基金报记者 方丽 张燕北
2022 开年期待中的“开门红”落空，A
股市场走势低迷，创业板更是下跌 7.21%。
调整背后的因素有哪些？春季行情是否可
期？2022 年市场行情将会如何演绎？是
否即将迎来风格切换？哪些行业板块会有
相对更好的投资机会？
中国基金报记者专访了南方基金副总
经理兼首席投资官（权益）史博、
博时基金董
事总经理兼权益投研一体化总监曾鹏、
平安
基金总经理助理兼投资总监李化松、万家
基金总经理助理兼投资研究部总监莫海
波、汇丰晋信基金研究总监陆彬、诺德基金
投资总监朱红和同泰基金投资总监杨喆。
这些公募投资人士认为，
部分热门赛道
筹码相对拥挤，
同时市场出现估值挤压，
叠
加市场担忧今年经济上行动能不足，
以及海
外市场的调整等导致 A 股出现一波快速调
整。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稳增长预期仍然
存在，
且国内货币政策可发挥的空间不小，
对年初 A 股走势也不必过度悲观。新年开
局就出现的这轮回调，
恰好给一些优质标的
提供了良好的
“春季行情”
布局机会，
投资主
线聚焦于
“价值回归，
优质成长”
。

三大因素致A股快速调整
中国基金报记者：2022年伊始，A股市
场调整引发关注和担忧。A股开局欠佳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史博：今年以来，
我们看到全球市场都

有一定下跌，
标普 500 和纳斯达克指数跌幅分
别为 2.25%和 5.36%（数据来源：Wind，截至 1
月 13 日），
全球市场调整的原因来自于对美联
储紧缩的担心。再看 A 股市场，
一些龙头成长
股跌幅居前，
创业板指跌幅显著高于主板，
我
们判断这个分化现象是部分投资者调仓所
致。年初至今才过了两个星期，我们很难对
两个星期的行情做出准确判断，
同时，
目前市
场的调整也没有超出合理波动的范围。
曾鹏：
当前市场下跌的主要原因是，
过去
一年这些景气赛道大幅上涨，
筹码相对拥挤，
一些个股估值也相对透支了 1~2 年的成长预
期。站在当前时点，一批高成长个股会利用
2022 年的业绩高增长消化估值压力，在市场
下跌过程中已经重新回落到合理估值区间。
李化松：市场对于稳增长的政策有一定
担心，
担心中国经济下行压力，
使得上市公司
业绩低于预期。
莫海波：年初以来市场的调整的原因主
要有三个：一是新能源、半导体、军工等核心
赛道本身估值历史分位数偏贵，筹码相对拥
挤；
二是美国加息和缩表预期节奏加快，
美债
利率大幅上行引发担忧；三是市场担忧今年
经济上行动能不足。
朱红：
市场更多的是结构性的调整，
前期
热门赛道估值较高，
短期交易性价比不足，
部
分资金收益兑现。以上证指数为例，整体跌
幅有限，
但从细分行业来看分化较大，
前期估
值较低调整充分的银行、地产上涨，
而去年涨
幅较大的新能源、电子、军工等板块下跌幅度
较大，
热门赛道的估值得到修正。
杨喆：
元旦以来沪深成长股剧烈调整，
主

要是市场按自身的规律进行性价比再平衡，
也可以理解为长牛途中的一个蓄势阶段。
其一，经历了 2019 年以来三年的市场上
涨，
多数成长方向的估值已不便宜，
过去一年
显著上涨、估值较高的部分成长板块，
一部分
资金在选择坚守和消化高估值等待业绩兑
现，一部分资金选择估值性价比更好的方向
切换，
这是市场任何时候都会有的再平衡。
其二，
经济整体增速阶段下降，
美联储认
为通胀压力较大可能提前加息和缩表，带来
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增速的预期下降和资金避
险情绪上升，会导致股债性价比发生预期变
化，
部分资金有减仓股票动作。
其三，大型机构投资者在新的年度开始
时调仓会更放得开手脚。

成长方向优质公司后续跌幅有限
中国基金报记者：2022年开局市场分化，
资金
“杀”
高位中小创明显。为何中小创持续
调整？这种现象是否会持续很长时间？
史博：2021 年 12 月中旬开始创业板出现
调整，但回顾去年 10 月中到 12 月初创业板的
反弹幅度也比较显著。一个季度的时间，成
长股经历了从显著反弹到显著调整。作为机
构投资者，
我们判断成长股投资的时候，
更为
重要的变量是产业趋势。目前主要成长板块
的产业趋势没有变化，
因此我不认为这种“杀
跌”
会持续较长时间。当然，
客观的现象是成
长股估值较高之后，
资金的博弈性会增加，
这
也是过去一个季度市场轮动比较快的原因。
（下转 04 版）

《中国基金报》社有限公司出版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5015 号中银大厦 邮编：
518026 招商热线：
0755-82468670 读者热线：
0755-83501616 零售价：
RMB4 元 HKD10 元 本版编辑：
张洁 美编：
叶育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