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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
业内首发用户NPS数据

中国平安近期发布 2016
年上半年度用户 NPS（净推荐
值）数据（下称“数据”）, 这是
国内金融行业首次发布针对用
户NPS的相关数据。数据显示，
自NPS工作开展以来，平安集团
整体的NPS提升了11个点，客
户体验与满意度大幅提升。其
中，平安人寿的客户接触次数
较平安金管家APP推出前翻了
三番，理赔服务的录入审核前
时效从6.7天缩短到0.91天；平
安产险针对赔付时效长的问
题，推出电话直赔服务，平均
0.86 天即可到账；平安普惠推
出“i贷2.0”产品，实现最快3分
钟放款。

NPS 是国际上一个衡量客
户体验与忠诚度的工具，通过一
个简单的问题——“您有多大可
能愿意将公司/产品推荐给您的
家人及朋友”，准确描述了客户
对于公司及产品的忠诚度。相
较于以往的满意度指标，NPS更
易操作，更直接反映客户的忠诚
度。中国平安作为中国首家引
入NPS的金融企业，旨在从提升
用户体验的视角来更加准确理
解并满足客户需求。

具体来看，平安NPS相关
资料显示，平安人寿是2013年

首批试点公司，自立项以来，NPS
累计提升32 个点，亿元保费投
诉量同比下降了56%，居于主要
同业榜首；客户口碑显著改善。
这些改善包括，针对保户觉得服
务不到位的问题，平安人寿推出
平安金管家 APP，提供健康管
理、生活助手等客户创新增值服
务，客户只需进入平安金管家
APP健康频道，即可随时随地享
受由专业家庭医生提供的、免费
的、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用
户满意度持续稳定保持在99%
以上，已成为越来越多客户的第
一选择。客户接触次数从APP
推出前的每年3-4次翻了三番；
针对传统保险理赔时效慢的问
题，平安人寿进行了理赔服务升
级，录入审核前时效从6.7天缩
短到0.91天，大大提升了客户
体验与满意度。

中国平安表示，针对NPS工
具的应用及平安客户管理经验，
目前，集团正筹备发布国内首份
金融行业客户体验白皮书，并预
计在今年年底发布。这一白皮
书将横跨保险、银行、投资、互联
网金融等多个领域，涉行业、客
户、接触等多个视角，旨在与行
业共享客户管理经验，共同提升
金融业客户体验水平。 广告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今年8月中旬监管
层终于明确证实暂停分级基金
注册，令分级基金成为市场稀
缺品种。众多散户投资者在经
历过分级基金折算潮之后，对
这种大起大落的投资品种心生
畏惧，敬而远之。但据基金半
年报显示，日趋渐冷的分级基
金获得众多机构投资的热捧，
无论是稳健的分级A、还是投资
利器分级B。

在大起大落的2015年，分
级基金曾股市大涨而走上神坛，
100余家基金公司中，有57家基
金公司发行过分级产品，不少公
司因为分级产品规模暴增。但
随后因股市暴跌引发分级产品
下折潮，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
随后，市场掀起分级基金声讨
潮，分级产品的制度缺陷和投资
者教育缺失等问题引发监管层
重视，随即进行“亡羊补牢”式教

育宣传，并于去年8月起，放缓
分级新品审批，但直到今年8月
中旬，监管层才明确证实暂停分
级基金注册。

如今分级基金已进入存量
阶段，目前市场上还有分级基金
有140余只。但半年报显示，尽
管散户远离了分级基金产品，但
机构却在热捧热门分级。

手握重金的险资是分级A
最大持有人。据天相数据统计，
多达62只分级A上半年末的机
构投资者份额占比超过了80%，
其中，29只分级A在上半年末的
机构投资者份额占比超过了
90%。

以富国汇利回报A为例，其
十大持有人出现安邦人寿，安邦
资产、太平洋资产乾坤11号，中
银保险等险资身影，其中安邦人
寿持有4797.2万份，持仓比例高
达12.18%；再如银华A，其被太
平洋人寿保险普通保险产品持
有 1000 万份，持仓占比高达

33.21%。再如信诚中证800金融
A，该基金前十大持有人中，险资
占据了7席，工银安盛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所持份额占上市总份
额比例高达14.61%。此外商品
A、房地产A、券商A，几乎被机构
投资者控盘。

激进的私募、券商等投资
者则热衷投资热门分级B。比
如曾经大热的富国移动互联网
B，其十大持有人出现5个机构
席位，分别是银华基金锐进 27
期 2 号主题投资、银华基金锐
进27期 3号主题投资、银华基
金锐进27期1号主题投资、银
华基金锐进 27 期 5 号主题投
资、银华荣沣 1 号分级资产管
理计划。

市场热门产品创业板B的半
年报显示，其前十大持有人之
中，机构资金占据六席，其中华
润元大-华润信托智慧金70号
持有1.44亿份，位居十大持有人
第一。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一度被公募视为
“鸡肋”的打新策略近期再度被
重视。日前，新股发行频率增
加，新股上市后表现普遍强势，
这一方面使得公募打新策略贡
献的收益率明显提升，另一方面
也令投资者借道打新基金分享
新股盛宴的热情回暖，相关产品
的销售热度随即升温。与此同
时，为了吸引更多资金，部分基
金公司开始做出调整。据不完
全统计，自今年7月份以来，已
经有超过20只混合型基金主动
提出降低管理费率，而这些基金
多为打新基金。

多家基金公司自降管理费
据不完全统计，自今年7月

份以来，已经有超过20只混合
型基金主动提出降低管理费率，
这些基金多为打新基金。

如，诺安基金公告提议调整
该基金管理费率，由原来的
1.2%调低为0.6%。

国泰生益灵活配置混合提
议将原来 1%的管理费率降至
0.9%，而国泰国策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和国泰结构灵活配置混合
将原来1.5%的管理费率提议降
至0.9%。

广发基金将广发鑫裕灵活

配置混合基金的管理费率从
“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8%年费率计提”降至“按前一
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6%年费率
计提”。

此外，东方基金也公告提议
调整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费，由原
来 1.5%/年降低至 0.6%/年。整
体来看，基金费率调整幅度比较
大，管理费率多由1.2%-1.5%下
调至0.6%-0.9%，其中浙商聚潮
调整后的管理费率为0.5%，在为
上述基金中最低。

为更多的申购吸引“金主”
对于基金主动调整管理费

的做法，业内人士表示，打新基
金下调管理费与其收益率较
低有关。“此前基金主动降低
管理费率的情况并不多见，且
主要集中在指数型产品以及债
券类产品。由于新规之下，打
新基金收益空间大不如前，基
金公司意识到管理费率与收益
不匹配，因此纷纷自降费率来
吸引‘金主’”。“在业绩相同的
情况下，基金下调管理费，产品
的净值增长率就会高于其他基
金，因此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申
购，基金公司也能增加管理费
收入。”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
主任王群航说。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近期，网下打新市
场火爆，投资人参与网下打新的
数量也急剧增长。中签率高、稳
赚不赔、收益可观是多数投资人
给网下打新的标签。本报记者
将通过梳理政策、市场、收益等，
对网下打新策略进行解析。

绝对收益依然较为可观
网下打新市场火爆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是其极具吸引人的
收益率。对此，朝阳永续基金研
究中心以今年C类户（后文将做
释义）网下打新策略收益为例做
如下的测算：以3000万元账户
规模为例，沪市1000万元，深市
1000万元，对冲占用资金400万
元（按照套保20%保证金比例计
算），剩余现金头寸。

本质上讲，打新策略收益
来源依然是新股股价的强势上
涨。根据朝阳永续基金研究中
心统计，今年多数新股涨幅均
在200%以上。造成此现象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新股发行过程中发行
方、投资银行（承销商）与投资
者之间存在较高的信息不对
称、较低的新股定价有助于降
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投资银行
包销风险，而二级市场具有更
高的定价效率，新股上市后的
价格更能反映其内在价值。学
术界认为新股上市后的上涨并
不是一级到二级后的价格溢出，
而是此前的一级市场定价被抑
制，所以称之为“IPO抑价”。

二是以A股市场来看，除了
上述原因，还有新股发行的定价
机制所决定，虽然在保荐制下，
引进了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询价
机制，以进一步对定价方式进行
市场化改革。但国内的新股发
行竞价过程完全没有“竞争”存
在，更多是监管机构的窗口指

导。发行后公司市盈率统一限
定在23倍以内，外部二级市场
动辄40、50倍的市盈率，所以上
市之后出现股价大幅上涨。

网下申购以发行额为限
根据规则，普通投资者和机

构若想参与网下打新，可申请C
类户进行参与。申请C类户最
核心的要求如下：个人需1000
万元二级市场流通股票市值以
及股票开户满 5 年，而机构需
1000万元二级市场流通股票市
值和股票开户满2年。

另外，资格申请时，只需要
时点资产达到1000万元即可。
询价时，是需要申购日T-2日前
20个交易日平均市值在1000万
元，可以使用融资融券账户进行
操作。C类户网下配售数量不
与持有的市值挂钩，可进行顶格
申购。

大多数普通投资人对于网
上申购新股比较熟悉，即持有沪
市和深市的相应市值的股票，新
股申购日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
行新股申购，而对于网下打新，
多数投资人可能比较陌生。两
者除了资金门槛不同外，主要差
异在于，网上投资上限是网上发
行的千分之一且以抽签方式获
得配号，而网下申购则是以网下
发行额为限，且是以配售方式进
行，对于投资者来说就是中多中
少的问题。

另外，网上和网下发行数量
的分配也有所不同，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后总股本4亿股（含）以
下的，网下初始发行比例不低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60%；
超过4亿股的，网下初始发行比
例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70%。

但同时在初始分配的基础
上安排回拨机制，网上投资者有
效申购倍数超过50倍、低于100
倍（含）的，应当从网下向网上回

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20%；网上投资者有效
申购倍数超过100倍的，回拨比
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
超过 150 倍的（基本都会超过
150倍，一般都在千倍以上），回
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因
此，多数情况下，网下和网上比
例一般为1：9。

后市高收益有望延续
按照目前的发行速度来看，

每月约有18只网下新股，包含
两只大票，而据朝阳永续基金研
究中心统计，目前已过会但尚未
发行的新股约98家，预计在上
交所上市的有47家，深交所上
市的有51家。其中募资规模超
过10亿月元的有十几家，包括
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华安证券
等。已反馈、已受理、预披露更
新的新股还有大约688家。因
此，新股储备比较充足，至今年
年底发行无忧。

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人网
下新股申购，作为承销商的证券
公司已不堪重负，为减少工作量，
最近也出现了承销商提升网下申
购新股的门槛，最高市值门槛已
经由基本的1000万元提升到了
2000万元，甚至3000万元。以
2016 年第 13 批新股发行情况
看，8只新股中，有6只新股参与
门槛为2000万元，2只为3000万
元。C类户门槛的提高或会使得
打新的成本变高，但同时也会剔
掉部分不符合要求的投资人，使
得中签率有一定的提高。

展望后市，充足的发行储备
以及大票的陆续推出使得打新
策略依然具有较强吸引力，而C
类户门槛的提高或会使得打新
的成本变高，影响该策略收益
率，但经朝阳永续基金研究中心
测算，整体仍处在较高的水平。

暂停注册令分级基金成为市场稀缺品种

“冷宫不冷”分级基金受机构青睐

网下打新策略全解析

打新门槛变高 相应中签率也会提升

■资讯

近期新股连发，上市后表现又普遍强势

打新基金为揽客自降管理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