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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晋级选手诞生
月度收益率162.81%

中原证券第五届“实盘大
赛”股王赛已开赛两个多月，参
赛选手们5月份的成绩显得格外

“亮眼”。目前在5万至50万元
的组别中，选手“zk888”5月收益
率高达 162.81%，名为“中原证
券”和“我”的两名参赛选手也

“不甘示弱”，5 月收益分别为
139.60%和122.78%。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位选
手不仅仅是月度前三，同时也是

该分组收益率总排名的前三
名。据中原证券财升宝APP数
据，截至6月5日收盘，三位选手

“zk888”“中原证券”和“我”总收
益率分别为 167.56%、141.59%
和118.76%。

此外，在50万元以上组别
中，三位郑州选手获得了月度收
益率前三名，其中，“慧姐”5月收
益 率 49.21% 稳 夺 冠 军 ，

“wuyue”和“gaoboy”两位选手
分别以46.85%和38.02%的收益
率名列亚军和季军。

据了解，总收益率最高的是
名为“熊市生存”的选手，然而他

在5月的表现却并不是特别突
出。截至6月5日收盘，其总收
益率达到76.06%，相比于收益率
为54.98%的第二名选手，冠亚军
收益率差距已逐渐拉大。

布局板块“风口”
股王偏爱“次新”

有人认为股市是用来投机
的地方，当然也有人是真正做投
资的。但万变不离其宗，股市是
资金博弈的场所，热点板块和个
股即是资金更为青睐的“风口”。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通

过中原证券财升宝APP定制冠
军选手的比赛信息看到，在50万
元以上组别中，无论是总收益率
冠军“熊市生存”还是月度收益
率冠军“慧姐”，竟然不约而同地
持有次新股，并且从次新股中获
得了可观的收益。

据同花顺数据，新股与次新
股 板 块 指 数 从 2 月 7 日
26217.492的底部开始启动，之
后一路高歌上涨至5月25日的
36956.196点，涨幅达40.96%。

心动不如行动，如果有兴
趣，就快来报名第五届“赢在中

原”实盘理财竞技大赛吧！
报名时间：
3月26日~10月26日
报名方式：
扫描二维码，下载财升宝

APP，注册并开户即可轻松报名；
也可通过中原证券官方微信公
众号（ccsccfzy），及现场填写纸
质“参赛确认表”免费报名。

“股王争霸赛”5月晋级选手诞生！
“赢在中原”实盘理财竞技大赛之“股王争霸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月收益率高达162.81%

资管新规对私募基金市场
地位的进一步明确，私募基金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将更
加直接、便捷，这必将反过来促
进私募基金行业快速发展壮
大。那么，具有一定资金积累
的投资者，今后是否就可以在
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投资购买
私募基金产品了呢？

对此，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采访了多家银行个金业务
的负责人及私人银行部。综合
来看，目前，在银行投资私募基
金产品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
或许还需要再等一等才能实现。

“目前国内资本市场的变
化，确实有利于私募基金的发
展。”交行河南省分行个金部副
总经理张钊分析说，一方面，资
管新规打破刚兑，银行保本理
财产品、短期理财产品锐减，原
本投资于此类产品的资金会有
部分流出，私募基金可能会成
为这些流出资金的承接方之
一。另一方面，银行理财产品
中原有的固定收益产品将向净
值性理财产品转型，而净值计

算就会有波动、有亏损，长远来
看，这将提升投资者的风险偏
好能力，利好私募基金的发展。

张钊分析说，资管新规指
导意见出台后，各方金融机构
都在学习理解中，目前对部分
条款可能还未形成一致看法。

比如，资管新规中合格投
资者的门槛为：第一，具有2年
以上投资经历，且家庭金融净
资产不低于300万元，家庭金
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
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
万元；第二，最近1年末净资产
不低于1000万元的法人单位；
第三，金融管理部门视为合格
投资者的其他情形。

这与此前私募基金合格投
资者的门槛、各银行私人银行
部对投资者的门槛都有不同。
因此，对于合格投资者的认定
方面，目前市场各方仍有困惑，
比如“两年投资经验”如何认
定，还需进一步明确，因为从实
际情况看，客户对投资之前还
需要提交家庭资产证明和本人
收入证明的做法，会有一些排

斥。而究竟如何协调，要等后
期具体的细化条例出台。

而按照银行客户分层分级
管理的要求，目前，银行的中高
端客户群中尤其是私人银行的
客户群，才可能接近资管新规
中对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的要
求。私募基金的投资风格为高
收益对应高风险，银行理财的
投资风格相对偏稳健，私人银
行的高端客户对此是否接受，
银行还需要进一步考量、确
认。因此，本着对客户负责的
原则，短期内银行可能不会贸
然推广此类理财产品。

从边缘化，到进入中国金
融大舞台，成为其中的一个“角
儿”，资管新规加持之下的私募
基金进阶之路日渐清晰，同时
也任重道远。

“新时代的大门已经打开，
未来的广阔天地属于每一个私
募行业的奋进者。”大徐说，
2018年，对于私募基金行业来
说，仍是一个值得写入中国私
募基金行业编年史的年份。

私募基金走上中国金融大舞台
纳入金融监管，地位获得确认，业务更加清晰，资管新规“加持”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核心提示 2018年，是一个足以写入中国私募基金行业编年史的年份。
五一前夕，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私募基金原本的边缘者身份因此得以改变。
新规出台月余，各方针对资管新规的解读仍热度不减。而梳理各方观点之后你会发现：与或被限制、或被叫停的传统金融领域相比，原本处于金融市场边缘地位

的私募基金，则因新规而站到了金融舞台上，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与正规持牌金融机构同台竞技，成为本次资管新规下的一大受益方。
从边缘化，到走上中国金融大舞台，成为其中的一个“角儿”。资管新规加持之下的私募基金进阶之路日渐清晰，同时也任重道远。

纳入金融监管地位获确认
私募基金：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对于私募基金行业来说，
资管新规的出台，不仅意味着一
个资管新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
私募基金行业迈入了新的历史
发展阶段！”接受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采访的大徐，提到资管
新规对行业影响时这样表示。

“对私募基金来说，最大的
变化是，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
地与正规持牌金融机构同台竞
技。”大徐入行4年多，现在负责
某私募机构的市场营销工作。
与银行、证券、公募基金等传统
金融行业的从业者相比，私募基
金从业者在公众眼中一直保持
着一定的神秘性，不做公开宣
传，很少在媒体亮相，即便自己
也认为资管新规让私募基金获
得了明确的身份，还是很低调。

“其实，资管新规对私募基金
的规定条款并不系统，而是分散
在整份文件的14处。但即便如
此，对私募基金来说，也意味着一
场华丽转身。”大徐说，对私募基
金业最大的利好来自于第二十二
条：资产管理产品可以再投资一
层资产管理产品，但所投资的资
产管理产品不得再投资公募证券
投资基金以外的资产管理产品。
私募资产管理产品的受托机构可
以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他解释说，资管新规限制资
本市场的多层嵌套行为。该条款
明确规定，多层嵌套规定为一级，
且私募基金能够接受所有私募形
式的资管产品委托。这意味着，
以后私募基金不需要通过券商或
信托的渠道，与银行私募资管产
品对接了，而是可以直接与银行
对接，这不仅节约一笔通道费用，
更重要的是规范层面的明确和许
可，让私募基金获得了与其他持
牌金融机构同台竞技的机会。

此外，第三十条还规定：资
产管理业务作为金融业务，属于
特许经营行业，必须纳入金融监
管。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销售
资产管理产品，国家另有规定的
除外。根据央行的解读，这里的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主要指
私募基金的发行和销售。

“这意味着，从事资产管理
业务的私募基金，已成为监管部
门特许的金融机构。私募基金
的金融机构地位得以确认，其公
信力将大大加强，在后期开展资
管产品的销售和市场开拓时，将
更加便利。”大徐分析说，资管新
规进一步规范了私募机构的经
营行为，更有利于推动私募行业
的健康、稳健发展，有利于行业
的做大做强。

业务类型更明确 私募股权将助力“双创”发展

来自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数
字显示，截至2018年2月底，中
国私募股权基金（含创投基金）
管理规模已达72719亿元，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公募股票及
混合型基金的管理规模分别为
26021 亿元、28780 亿元。对
此，业内人士认为，私募基金在
国内的发展历史并不长，能够
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主要得
益于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不
断完善和快速发展：近年来政
府提出的“建设多层次的资本
市场”快速发展，为私募股权投
资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

如今，随着资管新规出台，
私募基金能够从事的具体业务
类型更加明确。资管新规的第
十条规定：私募产品的投资范

围由合同约定，可以投资债权
类资产、上市或挂牌交易的股
票、未上市企业股权（含债转
股）和受（收）权益以及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产，并严
格遵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
求。鼓励充分运用私募产品支
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第
二十一条，则明确了不得进行
份额分级的三类私募产品。

“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及
《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该条
款意味着对私募基金行业相对
专业化的业务分工格局被进一
步强化。”大徐分析说，目前，公
募基金不能投资于未上市股
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按合同
约定主要投资于已上市股票，
而私募股权基金主要投资于未

上市股权，属于另类投资范畴。
一方面，纵观目前市场上

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
会发现，首先，其相关资管产品
需要配置一部分私募股权基
金；其次，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
本身也需要投资于未上市股
权。无疑，这庞大的市场需求
都将成为未来私募股权基金与
相关金融机构合作的基础，进
而为私募股权基金提供更多的
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资管新规针对未
上市企业股权（含债转股）和受
（收）权益的明确，将引导更多的
社会资金通过私募股权基金的
方式，进入实体经济，用于促进
创新和创业，进而推动“双创”大
背景下的中小企业发展。

想从银行柜台购买私募基金？专家：投资风格不同还需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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