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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 12 月 2 日发布
的《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行政许可受
理及审核情况公示》显示，在受理审批的
399 只公募基金中，今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26日通过简易程序获批的各类型基金已
达 253 只，而 2014 年全年新基金发行总
数约为 360只。

金 牛 理 财 网 研 究 员 何 法 杰 认 为 ，
“自去年 8 月份基金发行由核准制改为
注册制以来，基金产品的发行数量增
多、创新提速，传统‘以产定销’的思维
彻底改变。一方面，为营销产生的专业
化定制服务商开始增多；另一方面，存
量基金的营销手段加速互联网化，银行
销售渠道一家独大的营销格局正在发
生变化。”

产品直销比例逐步增加

“注册制实行后，基金产品不再稀
缺，过去那种‘以产定销’的路子不好走
了，基金产品销售正在向直销端、定制服
务端转向。”天弘基金银行合作体系总经
理石伟在 11 月底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
如是说。

统计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天弘基金
在传统的银行和券商渠道的基金销售数
量下降至 43%，第三方基金销售渠道快
速攀升至 37%。从动态的角度看，天弘
基金通过官网、直销柜台进行产品直销
的比例迅速增加。目前，仅天天基金网
一个平台的销量就相当于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等传统营销渠道销量
的总和。

与石伟有同感的是建信基金副总裁
张威威。“在 2004 年至 2010 年间，建信
基金公司的产品业务相对简单，年基金
发行数量一般是个位数，产品设计部门
的工作状态按照发行周期走，有时候销
售人员很闲，产销对接没有现在这么紧
密。在产品的选择、优化和调整等方面，
与目前对市场的重视程度相比不可同日
而语。”张威威说。

在业内看来，基金营销业态的调整
源自注册制带来的三方面变化：一是产
品申报效率的提高。过去在审核制下，
公募基金一般发完一只产品再去排队申
报下一只，不能“插队”，不能“并行”。注
册制后，基金公司能按照固定收益类基
金、股票型基金、QDII 基金、创新型基金
和特定资产管理专户产品等多条通道，

同时各申报 1 只基金产品；二是基金发
行周期大大缩短。由过去的 6 个月缩短
至 20 个工作日，发行效率提高带动基金
营销步伐加快；三是产品创新速度加
快。一些创新产品，如主题基金、打新基
金、短期理财基金等，实现紧跟市场步
伐，快速发行。

发行效率提高无疑有助于提升基金
销售业绩。上海证券基金研究中心首席
分析师代宏坤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新基金发行规模已达 1.4 万亿份，新发行
基金数量达 600余只，平均每天都有 2只
新基金发行，其中，新成立的基金中最大
规模已达 300 亿份，而整个市场存量基
金超过 2600只。

销售手段加速互联网化

发行端的变化推动营销端加速转
变，营销部门开始重新策划产品营销手
段，基金公司与第三方销售平台的合作
增多，而整个基金公司的前台、中台和后
台团队也加速向互联网靠拢。

首先是基金产品布局向互联网营销
调整。“天弘基金重新把线上的产品线做

了划分，将涉及互联网的基金产品分为
战略产品和战术产品，其中，货币基金和
指数基金属战略产品。此外，针对互联
网专门研发新产品，推出了首只大数据
情绪指数——余额宝入市意愿情绪指
数、雪球 100 指数基金和天弘中证朝阳
永续超预期 88指数基金等。”石伟说。

除了产品端的完善，部分基金公司
在营销端更加倚重互联网。长江证券分
析师刘疆表示：“以东方财富网、数米、一
路财富等为代表的第三方网络销售平
台，凭借低廉的申购费用和高效的营销
团队表现强劲，在与传统银行、券商等机
构的竞争中获得更多基金公司青睐。”

东方财富 2015 年三季报显示，该平
台第三季度新上线基金公司 2 家，新增
基金产品 130 只，共销售基金 1865.71 亿
元，同比增长 225.93%。销售持续强劲
一方面在于投资者日益旺盛的多渠道投
资需求，另一方面则也得益于互联网较
强的平台流量和用户导入能力。

“在互联网营销时代比拼，不在于你
的背景有多牛，而在于大家是否喜欢
你。这是基金公司在打造自身直销平台
之外，更愿意与一些第三方销售合作的
重要原因，因为这些第三方基金销售平
台更符合互联网销售的特点。”石伟说。

在团队的互联网改造方面，基金营
销强化了产品经营、客户体验等内容，中
欧基金、富国基金、海富通基金等通过大
量借鉴互联网公司的经验，引入互联网
公司专业的技术人员，提升金融 APP 设
计水平。天弘基金成立互联网金融事业
部，采用扁平化管理，减少多层级的申报
流程，提高了投资、客户反馈效率。博时
基金、南方基金、大成基金等公司在电商
销售基础上，引入互联网公司的大数据
技术，推出特色指数基金，或者通过基金
粉丝网站“黏住”投资者。

此外，公募基金还加大了集团内部
专户、子公司业务的整合营销、跨界营
销，乃至针对其他资管机构的跨行业营
销。“基金营销依靠的背景优势格局正在
被打破，我们必须深度参与行业的竞争，
这其中互联网的力量不容小视。”张威
威说。

销售端更加倚重互联网——

公募基金营销转向“产销结合”
本报记者 周 琳

基金注册制实施一年多

来，产品发行数量增多、创新

提速，传统的“以产定销”格局

正向“产销结合”格局转变。

与此同时，营销方式也由柜台

转向互联网平台

本报北京 12 月 7 日讯 记者周琳报道：金牛理财网
统计显示，截至 12 月 6 日，376 只货币市场基金的平均 7
日年化收益率为 2.84%。其中 7日年化收益率超过 3%的
仅有 134 只，占比约 35.64%，其余近七成数量的货币基
金 7日年化收益率跌破 3%。

据悉，货币基金规模在今年三季度以来大幅攀升，银
行协议存款成为货币基金的主流配置资产，长期来看，这
类基金的收益率还是依赖资金面的变化。

近七成货币基金收益率跌破 3%

本报北京 12 月 7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国内地产龙
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002）12月 6日
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于 12 月 4 日收到深圳市钜盛华股
份有限公司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 12 月 4 日，
钜盛华通过资管计划在深交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
易 买 入 公 司 A 股 股 票 5.49 亿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4.969%。此次权益变动后，钜盛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前海
人 寿 合 计 持 有 万 科 A 股 股 票 22.11 亿 股 ，占 总 股 本
20.008%，取代华润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据悉，钜盛华于今年 11 月 25 日与西部利得基金等 3
家机构签署资产管理计划合约约定，资管计划可用于投
资万科 A 股股票，且资产管理人需按照委托人意见行使
表决权。钜盛华在 11月 27日至 12月 4日期间，通过 3家
资管机构管理的 7 只资管计划共买入万科 A 股股票 5.49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9%。

在钜盛华大笔买入的过程中，万科 A 的股价也一路
上涨。11 月 27 日至 12 月 4 日期间，万科 A 的股价涨幅
约 30%，最高达每股 19.84元，创出近 7年新高，成交量也
快速放大，周成交额达到 360 多亿元，为此前数周的 6 倍
以上。按照报告书所列权益变动明细，钜盛华此次通过
资管计划买入万科 A 股股票耗资约 92亿元至 103亿元。

据万科 A 第三季报显示，华润持股比例约 15.23%，
以微弱的持股优势暂居第一大股东席位，同时由公司管
理层组成的事业合伙人万科盈安财务顾问企业旗下资管
计划持有约占万科总股本 4.14%的股份。

万科 A 在本次公告中称，公司股权结构分散，第一
大股东虽然发生变更，但公司目前仍不存在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钜盛华表示，此次权益变动主要是出于对
万科 A 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排除
进一步增持或减持万科 A 股票的可能性。

据了解，前海人寿是钜盛华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为 51%。有分析人士称，从险资资产负债匹配的原则看，
保险资金需要寻找投资期限匹配且投资收益较高的项
目，龙头地产股等大盘蓝筹是个较好的选择。此外，养老
地产也是险企未来一个重点经营方向。

万科第一大股东易主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712）
现将第1712批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经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批准，获得使用商品条码资格的企业）名单公布如下：（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二年）

详情可至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www．ancc．org．cn）查询

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广州市泽荔贸易有限公司
阳东县万隆五金工贸有限公司
南京美腾进出口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雨润肉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木丽精油有限公司
湖北美宝药业(沙洋)有限公司
湖北蕲春鑫源中药材有限公司
顶辣老河口食品有限公司
莱州晟南日用品有限公司
烟台奥比昂堡酒业有限公司
郑州宏真食品有限公司
社旗县德瑞福小土鸭养殖服务专业合作社
新乡市天文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麦珂奇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亿家红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和美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县全苑粉业有限公司
沁阳市豫新薯类制品厂
郑州鸿丰食品有限公司
民权县科农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平舆联合裕华药业有限公司
滑县双兴烧鸡有限公司
内黄县温生记食品有限公司
虞城县宏发食品有限公司
开封市汇盟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名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鑫三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成都市光明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慈溪市奥轩服装厂
慈溪市周巷双能电器厂
宁波市鄞州挥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枣恋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佳诚兴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鑫绿叶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谊博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莲冠湘莲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钧瀚食品厂
湖南三哈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韶山市东方红茶叶食品有限公司
安化濂溪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洁美鞋业有限公司
湖南溢香园粮油有限公司
成都市常青藤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上谷优米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省申联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尚品坊食品有限公司
温江区寿安桂隆曲酒厂
四川省黄金岁月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好利来工贸有限公司
淮南市楚丰工贸有限公司
铜陵市恒民调味品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颐生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69572898
69572899
69572900
69572901
69572902
69572903
69572904
69572905
69572906
69572907
69572908
69572909
69572910
69572911
69572912
69572913
69572914
69572915
69572916
69572917
69572918
69572919
69572920
69572921
69572922
69572923
69572924
69572925
69572926
69572927
69572928
69572929
69572930
69572931
69572932
69572933
69572934
69572935
69572936
69572937
69572938
69572939
69572940
69572941
69572942
69572943
69572944
69572945
69572946
69572947
69572948
69572949

安徽喜农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宿州市埇桥区汴河科技禽蛋加工厂
桐城市皖晟酒业有限公司
霍邱县友荣米业有限公司
智掂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仁寿县张氏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田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九寨沟县马家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泸县泸星纸厂
西昌市双源纸业有限公司
宜宾市翠屏区新民食品加工厂
攀枝花红格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温泉假日酒店
华蓥市宏运绿色食品厂
新都区斑竹园镇正旺食品厂
云南日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腾冲腾桂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临沧市临博乔木茶业有限公司
碧丽源(云南)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七都酒业有限公司
云南双天茶叶有限公司
祥云县米甸土特产品专卖店
勐海县兴海茶厂
云南云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石屏县绿宝蔬菜贸易有限公司
昆明市宜良西红花酒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顺发塑料制品厂
重庆市江津区铿祷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万州区太安镇嘉美卫生纸加工厂
重庆迩邦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天馥酒业有限公司
梁平县宏宇青斯服装厂
重庆市互润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市木缘坊工艺品有限公司
重庆香维纸品厂
重庆正亭鲜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金木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宜州市皇家瑞禧蚕丝坊有限公司
兰州长城润滑油有限责任公司
白银宏玉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天水珍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玉门西域红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平凉市崆峒区泾桥醋厂
陕西俊发德食品有限公司
西安毛毛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市沣东新城特能汽车保洁用品厂
西安今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厚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奢香酒业有限公司
赫章县可乐乡湘韵纸业加工厂
贵州省仁怀市老生常谈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金龙源台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宏邦酒业运营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神秘七点五酒业有限公司
织金县天虹竹荪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毕节永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习水县皇殿酒业有限公司
贵阳晏子人家食品有限公司
威宁县蒋凤明苦荞系列食品厂
贵州省仁怀市上台春酒业有限公司
独山县力祥拖把经营部
南部县新欣食品厂
四川可士可果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昌黑荞夫食品有限公司
青神县龙宇食品有限公司
彭山县米兰世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华利食品有限公司
万宁侨浓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市弘山川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为民刀具有限公司
重庆市黔江区嘉佳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抚顺慧营商贸有限公司
盘锦茂琳化工厂
鞍山市千山风景区素珍养殖场
伊春市新青区森林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
伊春市小兴安森林食品有限公司
宝清县红中酱菜厂
齐齐哈尔市黑土老酒酒厂
密山市志和白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绥棱县鑫赐源米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寒地香米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莎娜服装有限公司
寿东包袋(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柯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正阳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格润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安硅胶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普顺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丹梦琪服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蓝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启迪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舒燕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觉味园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尔嘉小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思高环球服装(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圣恩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柯菲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红蜻蜓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江水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雅尔顿家纺有限公司
深圳市贝蕾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力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文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索沃思数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臣数码通讯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普乐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晖实业有限公司
合肥天和畜牧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玉兔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太和县恩得利食品有限公司
望江县百果园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萧县多味香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省葛氏饮品有限公司
黄山民天面业有限公司
青岛晓刚海参有限公司
青岛优士麦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爱都工贸有限公司
青岛大浩莲花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市红联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弗莱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幸福史诗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吉田智能洁具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康蝶日用品厂
临沂市锦岳陶玻工艺品厂
临沂市瀚辉商贸有限公司
莘县百洁威清洁材料厂
阳谷诺康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莘县永运制粉有限公司
临清市广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沃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冠县超尚家纺店
乳山三矢食品有限公司
茌平县益冠园食品有限公司
威海雪莲山酿酒有限公司
枣庄市邢老太食品有限公司
滕州市兴龙食品有限公司
南昌县天源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
江西吉香林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百宏纺织有限公司
南昌市蓓亲食品有限公司
宜丰县绿美竹制品厂
江西海斯易食品有限公司
南昌巨森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天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乐平市好汁源特色农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
上栗县国盛出口花炮厂(普通合伙)
九江县黄晓林批发商贸行
进贤县钰洁纸品厂
温州索玛服饰有限公司
乐清市大一工控电器厂(普通合伙)
绍兴五岳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知味观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诸暨三顶服饰有限公司

诸暨市岭北冬宝宝电器厂
苍南县龙港镇圣鸟制衣厂
杭州天方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科瑞针织厂
台州市巾山酒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鑫尔服饰厂
浙江恒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天伴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浙江宝盛塑业有限公司
浙江我芯我能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市乐趣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丹龙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湖州金工机械有限公司
武汉博酷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酷尔啤酒有限公司
武汉市乐怡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市恒蓉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施耐浦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武汉尚纯食品有限公司
烟台奥威依曼酒业有限公司
蓬莱大成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
烟台天力酒业有限公司
江阴嘉思特车业有限公司
句容奥奇丽日化有限公司
扬州之林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雷允上健康养生有限公司
张家港龙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太仓市沙溪镇归庄耀光洁具厂
苏州沃泰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积家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名福食品有限公司
宿迁市天丰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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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 厂商识别码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厂商名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只需拨打 4007000690号码，您提出的问

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的是疑

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厂商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