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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思文

2021年上半年，公募基金破浪前
行，管理规模逼近 23 万亿元、公募
REITs 正式启航、第二批基金投顾试
点落地、首家外资独资公募基金公司
开业等。

证监会发布指数基金指引、基
金直播全面规范，这些改革措施对
公募基金行业的长期发展具有深远
意义。

上半年公募基金哪些新闻备受关
注呢？为此，《证券日报》梳理出公募
基金的八大新闻。

9只公募REITs上市

今年 5月 17日，中国首批 9单基
础设施公募REITs项目获准注册，中
国公募REITs正式诞生。作为重要的
金融创新产品，公募REITs的诞生，对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意义重大，对丰富
资本市场投资品种，同样具有非同寻
常的意义。

首批 9只公募REITs募集金额总
计 314.03亿元，平均募集金额近 35亿
元。9只公募REITs上市首日实现全
面“开门红”。从这批基金的认购资金
来源来看，机构投资者占主导，个人投
资者广泛参与。

证监会发布指数基金指引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万亿元指数基
金市场时代，在快速发展的背后，个别
指数基金也暴露出忽视标的指数质量
等问题，完善风控机制刻不容缓。

为了规范指数基金投资运作，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今年 1月 22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了《指数基金指引》，
沪深交易所同步配套发布了《指数基
金开发指引》，从产品注册环节、产品
持续运作环节、监管环节出发，强化了
管理人专业胜任能力和指数质量要
求，投资者保护与风险防控，产品规范
运作，以及与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的

协同等要求。

管理规模逼近23万亿元

2021年上半年，公募基金规模逼
近 23万亿元。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5月底，我国境
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 135家。其中，
中外合资公司 44家、内资公司 91家。
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22.91万亿元，
总体规模逼近23万亿元。

诚如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所言，这
两年公募基金发展比较迅速，投资者
购买基金的比例在快速提升，这是很
好的趋势性变化。

历经二十三载砥砺奋斗，我国公
募基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经成长
为服务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普惠金融
重要力量。

代销机构“保有量”首次披露

当前，我国公募基金销售市场基
本形成以第三方独立代销平台、银行
和券商三大梯队。今年 5月份，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首次公布了代销
机构公募基金保有量规模 100 强名
单。招商银行、蚂蚁基金、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天天基金等基民耳熟能详
的代销机构荣登榜单前列。此举让

“交易量”不再成为销售机构业绩的重
要标尺，引导着销售机构重视客户长
期收益而非自身销售业绩。

优先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抑
制“赎旧买新”行为，倡导长期价值投
资，是此项数据正式公布及各项监管
举措落地的初衷。

第二批基金投顾试点落地

多年来，“炒股不如买基金”的理
念已逐渐被投资者接受，但也存在“基
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现象。为了解
决投资者面临的选基难、择时难等问
题，2019年 10月份，基金投顾业务试
点工作的通知正式下发，第三方销售

机构、基金公司、银行、券商等纷纷摩
拳擦掌，备战财富管理新时代。

一年多以后，第一批 18家基金投
顾试点机构已经推出不少智能投顾品
牌。今年 3月份，第二批超过 40家申
请试点机构参与答辩，6月25日，博时
基金、招商基金、中信证券、东方证券
等第二批基金投顾试点机构正式获得
备案函。

首家外资独资公募基金开业

2021年6月11日，资产管理规模达
9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57.48万亿
元）的全球资管巨头贝莱德宣布，其在
中国境内独资公募基金公司正式获批
开业，中国本土公募正式迎战“劲敌”。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会有越来越
多的外资机构成立独资公司。截至
2021年 5月底，我国已经有 44家中外

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施罗德、路博迈、
联博、范达、富达等国际资管巨头也在
排队申请公募牌照。众多全球资管巨
头进军我国公募基金市场，短期内或
将为本土基金公司带来新挑战，但长
期来看，外资基金公司进入也会倒逼
我国基金行业做大、做优、做强。

创新产品加快推出

从双创50ETF到各行业首只主题
ETF，从公募MOM到公募REITs，从ESG
主题基金到布局港股。新型公募基金产
品不断推出，意味着公募基产品越来越
多元，公募基金的竞争进入新阶段。

产品创新不仅是我国基金市场发
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基金业未来发展
的推动力量。公募基金行业中涌动的
创新产品孵化的良好氛围，有助于进
一步丰富公募基金产品体系，为基金

投资者提供更加多元的投资选择。

直播娱乐化行为已改变

今年 5月 27日，因基金行业直播
业务存在边界不清、合规内控环节需
要进一步强化等问题，中国基金业协
会正式发布《公募基金直播业务专题
讨论会会议纪要》，旨在引导公募基金
合规开展公募基金直播业务。

多位公募基金人士对记者表示，
基金直播娱乐化行为已快速改变。在
涉及投资者教育、公司品牌宣传、基金
产品推介引流的直播业务中，已没有
去年大热的撒红包促销活动。

“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是资产管
理行业之本源。基金搞直播，专业合
规底线不能丢。基金公司只有不忘初
心，才能践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
普惠金融的重要使命。

上半年公募基金八大新闻“出炉”
9只公募REITs上市备受关注

本报记者 王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6 月 28 日，“茅台葡萄酒一盒 3299
元”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据了解，这款葡
萄酒名为“青鸾干红葡萄酒”，定价 3299
元/盒，产量仅9999盒。

这款自带“茅台”光环的高端葡萄酒，
由茅台集团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
厂（集团）昌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下称

“茅台葡萄酒”）推出。今年 4月份，茅台
葡萄酒曾提出，在“十四五”规划中要实现
产品销量领先、品牌跻身行业主流、A股
主板上市三大目标。

一款定价远高于飞天茅台酒的高端
葡萄酒新品，背后蕴藏着茅台葡萄酒怎样
的战略布局及长远发展规划？

加码高端葡萄酒

“茅台葡萄酒逐步提升产品结构、布
局高端价格带，利于其拉升品牌形象，着
眼品牌长远发展。”知趣咨询总经理、酒类
营销专家蔡学飞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2021年，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茅
台葡萄酒迎来了品牌发展的新纪元。具
体来看，第一阶段（2021年）是品牌提升
期，要塑造茅台葡萄酒中国高端品牌形
象；第二阶段（2022年-2023年）是业绩增
长期，茅台葡萄酒要实现业绩持续增长，
成为行业主流；第三阶段（2024年-2025
年）是加速发展期，茅台葡萄酒要全面完
成“十四五”战略目标。

天眼查App显示，茅台葡萄酒成立于
2002年，茅台集团持股89.26%，泉州德声
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74%。据公司官网
介绍，茅台葡萄酒位于有“中国酿酒葡萄
之乡”和“中国干红城”之称的河北省昌黎
县，生产公司占地面积 3.65万平方米，拥
有5000亩标准化葡萄种植基地。年原酒
发酵能力 1.2万吨，成品酒生产能力 1万
吨，拥有总资产4.15亿元。

按照茅台葡萄酒的战略路线，其今年
的目标是让茅台葡萄酒进入行业头部，继
续扩大自身优势，打造亿元品牌、亿元市
场，建立百家体验店、招揽千家经销商，进
一步重点完善、扩大茅台葡萄酒市场运
作，打造自身价值，加大品牌投入。

加码高端、加大品牌投入是当前茅台
葡萄酒的战略核心，与此同时，在进口葡
萄酒长期占据国内市场主导地位的背景
下，茅台葡萄酒的一系列动作也被业内视
作抢夺国内葡萄酒的“话语权”。

“国产葡萄酒长期品牌呈现低端化情
况，本质上是品牌产区文化与葡萄酒品类
的竞争，这种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国产葡
萄酒任重道远。”蔡学飞说道。

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丹蓬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葡萄酒属于舶
来品，国外品牌从包装到品质再到服务体
系等都具备优势，消费者认可度也相对较
高。不过近两年随着澳洲葡萄酒的退出，
对于国内葡萄酒来说，迎来了新的空窗期
红利。”

拟在A股上市

此前，茅台葡萄酒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范雪梅在茅台葡萄酒品牌新纪元
新闻发布会曾表示：“在3-4年的时间里，
实现茅台葡萄酒主板上市。”

实现在A股上市是茅台葡萄酒更长
远的战略目标。蔡学飞认为，“资本化能
够解决茅台葡萄酒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来
源与提高品牌背书的作用，并且资本化有
利于茅台葡萄酒的全国性推广。”

不过，国内葡萄酒行业近些年走低的
发展态势以及A股葡萄酒上市公司经营
业绩低迷的境遇，也让市场为茅台葡萄酒
日后的上市平添担忧。

中国酒业协会公布的2020年数据显
示，规模以上葡萄酒企业 130家，完成酿
酒总产量 41.33万千升，同比下降 6%；完
成 销 售 收 入 100.21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9.82%；实现利润总额 2.59亿元，同比下
降74.48%。

2020年 5家葡萄酒上市公司业绩都
出现了大幅下降。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
报告显示，我国葡萄酒产业最近几年发展
始终没有摆脱缓慢爬坡的发展困境，在
2020年市场环境的影响下，更使得中国
葡萄酒产业发展雪上加霜：一是在其他酒
种强力挤压下，中国葡萄酒产业遭遇重大
市场冲击；二是在优质种苗较为缺乏、葡
萄种植环节机械化程度低、规模化种植比
例不高的情况下，国内葡萄酒产业仍任
重道远；三是大量低价进口葡萄酒进入
中国市场，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国内葡萄
酒市场的竞争压力；四是消费者“喝葡萄
酒就应该选国外的”的消费理念，说明国
内消费信心不足，需引起葡萄酒产业足够
重视。

蔡学飞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现
在由于茅台超级品牌的带动，茅台葡萄酒
在渠道层面发展迅速，但要实现高速发
展，在完成资本化之后，还是要回归本地
葡萄酒的品质提高与消费者口感培育等
基础工作，塑造差异化形象，完成自身品
牌价值的建设。”

3299元/盒葡萄酒背后
蕴藏茅台何种战略布局

本报记者 谢若琳

一家成立不到十年、主打休闲游
戏的公司，到底有多赚钱？

6月 25日，青瓷游戏在港交所递
交招股书，揭开了休闲游戏“高收入”
的冰山一角。招股书显示，今年一季
度，青瓷游戏实现收入4.81亿元，相当
于平均每日收入534万元。

App Annie Game IQ 在 2020 年
发布的一份数据分析认为，硬核游
戏用户仍是玩家主力。全球游戏用
户支出的 66%来自硬核游戏，23%
来自休闲游戏，另外 11%来自博彩
游戏。

在一位游戏行业数据分析师看
来，对比大型硬核游戏，休闲类游戏的
研发门槛和研发成本更低，但吸金能
力并不弱。“做休闲游戏的工作室很
多，做出 IP效应的却没有多少。从收
入层面来看，青瓷游戏做的算是比较
成功的。”

但在游戏玩家眼中，青瓷游戏的
口碑仍有待加强。在知名游戏社区
TapTap上，排名前五的玩家给青瓷游
戏的评价均为两星（满分为五星）。
其中一位玩家表示，青瓷游戏的游戏
礼包“氪金”夸张，从一档买到十六档
需要花费 36万元，“这是我知道的目
前手游里最贵的VIP 价格了，真是令
人望而却步”。另一位玩家吐槽称，

青瓷游戏“只要不影响充值，就不会
修复bug（漏洞）”。

去年收入12.27亿元
营销支出占比42.7%

资料显示，青瓷游戏是一家移动
游戏开发商及发行商，于 2021年 3月
份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重组后作为
上市主体。公司旗下有3家子公司，分
别为青瓷数码、青瓷文化及青瓷香
港。2012年 3月份，青瓷数码成立后，
开始开展游戏运营及开发业务。4年
后，公司推出第一款产品《愚公移山3-
智叟的反击》。随后 5年，青瓷游戏运
营了 6款手游，绝大部分是休闲类游
戏 ，尤 其 擅 长 运 营 放 置 类 游 戏 及
Rogue-like RPG（角色扮演游戏的一
种）游戏。

截至目前，公司除了正在运营的
6 款手游外，还拥有 10 款手游储备。
其标志性代表游戏为《最强蜗牛》《不
思议迷宫》及《提灯与地下城》，均收
获了高额流水。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按休
闲游戏及放置类游戏的流水计算，
2020年青瓷游戏在国内所有移动游戏
公司中分别排名第三位及第二位。

从收入情况来看，2018年、2019年
及 2020年，青瓷游戏实现收入分别为
9842.1万元、8870.4万元及12.27亿元；

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2486万元、1962.5
万元及 1.04亿元。2021年一季度，公
司实现收入 4.81 亿元，实现净利润
1.67亿元。

最近 3 年，青瓷游戏的流水呈
爆 发 式 增 长 ，具 体 表 现 在 两 个 方
面：一是用户数量爆发，带动付费
用户增长。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
产品平均月活用户从 169.3万人增至
344.8 万 人 ，平 均 每 月 付 费 用 户
（MPU）从 16.3 万人增至 49.5 万人。
二是得益于每位付费用户平均收益
（ARPPU）的增长，2018年至 2020年，
公司每位付费用户的平均花销从 47
元增长至 206元。

2020 年 6 月份，公司在国内市场
推出的《最强蜗牛》成为吸金利器。但
这一年，公司的净利润增速远远比不
上收入增速。上述分析师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青瓷游戏擅长创意买量，
贴近热点制造话题的能力很强，因此
营销费用也非常高。”

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2018 年
至 2020 年，青瓷游戏产生的推广及
营销支出分别为 1001.3 万元、1127.7
万元、5.24 亿元，占同期总收入比例
分别达到 10.2%、12.7%、42.7%。今
年 一 季 度 ，公 司 的 营 销 支 出 达 到
1.78亿元。

青瓷游戏表示，由于公司还将持
续推出其他游戏，预计推广及营销开

支在近期将维持相对较高水平。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成瘾
游戏公司应有所作为

在招股书中，青瓷游戏介绍称，
“我们的游戏特别受到 30岁及以下年
龄段的年轻一代欢迎。”一位12岁孩子
的家长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其子沉
迷《最强蜗牛》不能自拔，经常用老人
的手机偷偷玩游戏。

今年 6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
式施行。针对网络游戏监管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提出，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
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
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
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网络游戏，并且
不得让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
或游戏功能。按照规定，6 月 1 日前
所有上线运营的游戏须全部接入这
一系统。

但令很多家长不解的是，许多游
戏既然已经采用“青少年模式”，为何
还有很多未成年人仍沉迷其中？

《证券日报》记者在 iOS商店中下
载了《最强蜗牛》《无尽大冒险》等 4款
青瓷游戏运营产品进行了测试。以

《最强蜗牛》为例，打开游戏后，新用户
需要进行实名制验证。但记者随意填

写了一位成年亲属的身份证号后，就
顺利进入了该游戏，并未有更多的实
名验证。

这显然不是游戏产品设置“青少
年模式”的初心。金融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孙杨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作为游戏开发者本身，要
充分考虑下一代的教育，严格规范和
限制未成年人参与游戏，切实履行社
会责任。

事实上，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开始
运营在游戏领域。

腾讯成长守护平台负责人表示，
对于疑似冒用成年人账号玩游戏的未
成年人玩家，平台会在实名制验证的
基础上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若玩家拒
绝验证，或人脸识别认证信息与实名
制信息不匹配，则会将游戏时间限制
为“1小时”。

孙杨认为，游戏公司应该有所作
为，认真落实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的
应用。比如，可通过人脸识别、手机
号、身份证号等多种方式进行交叉核
验，并对使用他人身份证进行登录的
账户进行严格封禁和处罚；同时，玩
家在购买道具时，可以通过支付账号
和登记身份证对其进行交叉核验；此
外，还可以深度应用人脸识别技术进
行核验，该技术现已非常成熟，可以
做到一定精准度的年龄识别，操作难
度并不大。

青瓷游戏凭6款休闲手游日入534万元“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

本报记者 王思文

6月 25日晚间，有消息称新一批
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资格备案函已
正式下发，基金投顾业务试点再次扩
容，但获批机构的全部名单暂未公布。

近日，记者向多家基金公司进行
求证后了解到，本次试点扩容可谓数
量不小，获批机构至少有 17家，包括
11 家基金公司和 6 家券商，而银行、
第三方基金销售公司的身影暂未出
现。

此次新一批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
点资格的申报仅耗时3个月时间，获批
的机构仍以头部基金公司和头部券商

为主。据记者了解，获批的基金公司
包括广发基金、汇添富基金、博时基
金、工银瑞信基金、银华基金、招商基
金、兴证全球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等
至少 11家；券商有中信证券、国信证
券、东方证券、兴业证券、安信证券、招
商证券等6家获批。收到备案函后，这
些机构还需通过监管部门的现场检
查，才能正式展业。

至此，从2019年10月25日首批基
金投顾业务试点机构获批算起，我国
已至少有 16家基金公司、13家券商、3
家银行和 3家第三方基金销售公司获
得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资格，合计
35家机构。

银行系基金公司首次获得基金投
顾业务试点资格成为此次扩容的一大
亮点。工银瑞信基金相关人员对此表
示，“作为国内银行系基金公司，我们
在开展投顾业务方面有着自身优势，
公司具有丰富的客户陪伴经验，具备
为客户提供长期顾问服务的基础。同
时，此前公司尝试过基金组合功能，取
得了良好的业绩表现。”

也有不少基金公司仍在期盼收到
基金投顾业务试点资格的批文，希望
能早日踏上买方投顾业务的列车。

“申报公募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
是我们公司今年的重点项目。”北京地
区一家基金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我们在FOF方面算是比较早布局
的基金公司了，领导与业务部门对投顾
试点资格非常重视，在业务布局、产品
方案、人员配备方面也都做了比较长时
间的准备。不过申报后暂时还没有收
到反馈，我们一直在等待回复。”

“我们最近在补充材料，希望能尽
早听到好消息。”上海地区一家大型基
金公司相关负责人同样表示。

记者在与多家基金公司相关负责
人交流后发现，申报后仍在焦急等待
反馈的基金公司至少有10余家。

整体来看，目前已经获批和正在
布局申报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资格
的基金公司至少有30家。

事实上，基金投资顾问业务在我
国开始试点的时间还不到两年，大部
分基金投资者对于基金投顾服务的认
知尚不足，很多仍处在观望的基金投
资者总有个疑问：基金投顾业务真的
能比我自己投得好吗？

对此，博时基金多元资产部总经
理麦静表示，“我们具备的是专业的投
资团队和管理能力，有着科学、系统化
的投资管理框架，这是我们的优势。
通过‘投前-投中-投后’的全过程链条
的投顾陪伴服务体系，可以为广大投
资者一站式解决‘选时难’与‘选基难’
的痛点，帮助其获得更好的长期收益
与投资体验。”

基金投顾业务试点加速扩容 银行系基金公司首度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