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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只公募基金7月进入清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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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盘基金数量高于新发基金

清盘基金数量二季度在增长
公募清盘基金数量激增成为近期
投资者谈论的热点话题。 根据好买财
富提供的数据，2018 年前两个季度，
清盘基金数量增长明显。 一季度基金
清盘数量为 65 只， 而二季度却上升
至 120 只，接近翻倍。 而 2017 年全年
的清盘基金数量也不过只有 129 只。

清盘数已超过历年总和
今年以来， 公募基金清盘数量激
增， 清盘数已超过历年总和。 进入 7
月后，公募基金清盘数量加快进程。据
Wind 数据显示，7 月份又有 42 只公
募基金进入清算程序， 其中表决清盘
的基金有 15 只， 直接清盘的基金有
27 只。 值得注意的是，7 月份新成立
基金仅有 36 只，不及清盘基金数量，
这也是国内公募基金史上首次。

据了解，2014 年 9 月， 首只公募
基金清盘以来， 公募基金清盘数量累
计达 370 只。 但是在 2014 年，只有 4
只基金进入清算程序，2015 年数量增
至 32 只，2016 年下降至 18 只，到了
2017 年迅速突破至 103 只，2018 年
前 7 个月，就已有 213 只基金进入清
盘程序。
从基金类型来看， 今年清盘的基
金以混合型基金最多， 达 108 只；债
券型基金 83 只； 股票型基金 18 只；
货币型基金 3 只；QDII 基金 1 只。
值得注意的是， 新基金数量明显
下滑，7 月仅成立 38 只新基金， 这个
数字远远低于清盘的基金。 财汇大数
据的数据显示，从近两年来看，今年 7
月发行基金数量仅多于 2017 年 10
月发行的 14 只基金的数量， 在近两

年基金月发行数量排行榜中排名倒数
第二。 而 2016 年、2017 年的多个月
份， 基金发行数量都超过 100 只，其
中，2016 年 12 月，基金发行数量高达
215 只。

4 因素导致基金清盘
目前， 公募基金清盘主要有三种
情况：一是基金公司主动选择清盘，通
过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主动清盘基
金，即所谓的持有人大会表决清盘；二
是根据基金合同约定， 存续期限到后
清盘， 即所谓的到期清盘； 三是触发
“连续 60 个工作日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的红线，即触发清盘条件而导致
直接清盘。
对于公募基金清盘数量增加的情

况，业内人士分析，这是受诸多方面因
素影响出现的情况，首先 A 股表现不
佳。股市的低迷，明显不利于公募基金
的投资。基金净值表现差，投资者就会
选择赎回，进而对基金规模产生影响。
其次，公募基金同质化非常严重。截至
今年二季度末， 公募基金产品数量已
高达 4974 只。 客观上，公募基金出现
的同质化， 也远远超过了投资者的需
求。第三，公募基金发行数量过多也是
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从
2014 年到 2017 年，新基金发行的数
量分别为 348 只、865 只、1202 只和
1014 只。 最后，“定制基金”成为基金
清盘潮背后的重要推手。清盘基金中，
接受委外资金、 机构持有份额较大的
“定制基金”占据较大比重。 一旦机构
投资者大规模赎回，“定制基金”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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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清盘一条路可走。

金信网荣膺金融服务平台创新奖
科技为金融赋能， 合规为创新护
航。 8 月 8 日，由蓝鲸财经、蓝鲸浑水
主办的第一届蓝鲸新金融科技峰
会，在北京拉开帷幕。 众多金融监管
部门领导、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同业
机构，以及权威媒体齐聚一堂，共话
金融科技行业现状与发展前景。 金
信网作为行业代表受邀出席， 并斩
获“金融服务平台创新奖”，同时，金
信网总经理王建斌还作为嘉宾分享
了金信网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实践和
探索。
金融科技是利用技术变革，助力
金融业创新发展，服务消费者、商户
以及金融机构。 金融科技大热，顺势
而为的前提是要清楚了解趋势所在。
本次峰会从目前的新趋势去向、模式

创新、应用空间、资本关注等话题角
度出发，深入探讨金融科技行业现状
与发展。 同时，各位嘉宾就金融改革
在国家金融安全战略中所发挥的作
用，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金信网总经
理王建斌作为重要嘉宾出席此次峰
会，在关于“科技为金融赋能”这一议
题与圆桌嘉宾进行了观点分享和头
脑风暴。
科技正在重塑金融新生态，创新
正在引领时代奔向浩瀚的海洋。王建
斌还介绍了金信网一直在应用和优
化中的大数据风险决策引擎，该引擎
融合量化的评分卡和系列风险规则，
实现综合风险分级，差异化授信决策
和风险定价等，从而帮助平台持续提
升风险管理水平，优化资产和盈利结

中信银行中网青少年巡回赛
北京站比赛落幕
8 月 2 日 -8 月 5 日， 中信银行
2018 年中网青少年巡回赛北京站比赛
在国家网球中心成功举办，140 多位来
自全国各地的小球员报名参加比赛。 赛
事创办于 2016 年，2 年来在全国 20 余
个城市举办了超过 6000 场比赛， 上千
名网球少年在这个舞台上挥洒青春、锻
炼成长，2018 年在中信银行的冠名支
持下，赛事得到了全面升级。
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
限公司副总裁刘明秋、中信银行总行营
业部总经理助理景龙、中网青少年巡回
赛赛事总监周子淞等领导和嘉宾受邀
出席开赛发布会。 刘明秋表示, 中国网
球公开赛是亚洲级别最高的综合网球
赛事，中信银行作为与中国网球公开赛
合作时间最长的顶级赞助商之一始终
大力支持中国网球运动的发展，关注青
少年网球，并感谢中信银行为此所付出
的努力和卓越贡献。 中信银行总行营业
部总经理助理景龙表示，中信银行一直
致力于中国网球运动的推广和普及工
作， 希望通过支持中网青少年巡回赛，
为青少年网球选手提供更多以球会友
的机会， 帮助青少年锻造健壮的体魄，

培养坚韧的性格，为中国青少年体育事
业持续贡献力量。
北京站比赛正值暑期， 天气炎热，
但挡不住家长和小选们的踊跃报名，其
中不乏本届青巡赛前几站比赛的冠军
选手， 他们的加入让比赛更加激烈，更
具看点！ 为保证赛事质量，组委会特设
四天赛期， 小选手们克服了炎热的天
气，用自己出色的表现诠释了对这项运
动的热爱。 经过激烈的角逐，张彭涵夺
得 U14 男子组冠军、鞠子文获得亚军；
臧清林夺得 U14 女子组冠军、 沈炫霖
获得亚军； 李时源夺得 U12 男子组冠
军、张司南获得亚军；赵奕辰夺得 U12
女子组冠军、张筠涵获得亚军。
在竞赛板块之外，本届巡回赛组委
会还组织了“大咖讲堂”和网球体适能
训练营。 北京站比赛是中信银行 2018
年中网青少年巡回赛的第六站，随后巡
回赛将在 8-9 月间转战郑州、 深圳、上
海、长沙等城市，并于 10 月在中网赛期
进行全国总决赛，届时，来自全国各地
的青少年网球选手在角逐冠军的同时
还将在中网现场领略国际顶级巨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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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

构。 在王建斌看来， 正是金融科技，
使得平台的业务流程变得更加便捷
化、标准化、系统化。
金信网凭借在金融科技领域的
精耕细作以及持续合规稳健发展，荣
膺“金融服务平台创新奖”，彰显了金
融科技创新对平台综合服务能力和
竞争实力的助力，以及业界对金信网
在金融科技上的应用实践和不懈探
索的高度肯定。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
新，旨在为金融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金信网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以科
技引擎推动金融创新， 为借款人和
出借人提供信息交互、撮合、资信评
估等中介服务。 坚持金融创新与科
技创新相融合的经营理念， 时刻保

持与金融科技同步创新。 迄今为止，
金信网 累 计 交 易 金 额 突 破 660 亿 ，
已为超过 210 万注册用户提供金融
信息服务。
目前，金信网产品的开发应用和
升级正在逐步与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科技进行深度融合， 以借
此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产品研发优
化，营销获客及客户管理，全面风险
管理和智能投顾等应用场景的赋
能。 金信网作为领先的金融科技平
台， 在新经济形势下将恪守合规底
线，以身作则树立品牌信誉，在合规
基础上， 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获得
用户的认可， 用科技创新推动金融
信息服务创新， 为行业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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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砥砺前行。

和信贷发布“和芯”体系
全链条保障资产安全
近日， 美股上市的网络借贷信
息 中 介 平 台——
—和 信 贷（NASDAQ:HX） 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
会，正式推出全方位的资产保障体
系，并取名为“和芯”。据悉，“和芯”
将从资产获取、风险定价、贷后管
理、风险转移四个环节全链条保障
资产安全，为出借人提供更加安全
的网络信贷及投资服务。
和信贷董事长安晓博出席并
表示，“2018 年 8 月 18 日，和信贷
即将迎来公司成立五周年纪念，
‘和芯’体系的发布，也意味着和信
贷普惠金融的初心未变，我们想给
大家提供一个简单、便捷、透明、安
全的平台，这是从创立至今和信贷
一直坚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未来
努力的方向。 ”同时，他也对普惠金
融及公司发展前景表达了十足的
信心。
和信贷首席执行官周歆明正
式发布了“和芯”。 据介绍，“和芯”
的打造和推出， 建立在业内最顶
尖的大数据风控和网络技术上，

叠加外部合作伙伴的风控模式及
海量信用数据， 以及和信贷多年
在经营中积累的真实业务数据，
具有稳定、全面、真实、高效、严格
的特点。
该体系将从资产获取、风险定
价、贷后管理、风险转移四个环节
全链条保障资产安全。 其中“风险
定价”环节包含了和信贷自主研发
的名为“凌风”的大数据风控系统。
“凌风” 系统是由和信贷自主开发
的底层架构， 并与近 30 家征信机
构、第三方大数据风控公司合作。
据介绍，和信贷已与美国最大
征 信 机 构 FICO 合 作 了 FICO 决
策引擎，与澳洲 GBG 公司合作了
Instinct 反欺诈系统。 在全球领先
的模型和工具基础上，和信贷做了
很多本土化的改造，结合自身过去
5 年信用贷的运营经验和累积 的
数据，丰富了 134 个维度，通过这
些子维度对人群进行分类归集，并
做出个性化的风险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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