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对贵金属交易加强管控之后，商业银行又开始进一步收紧账户外汇交易规则。7月28日，北京商报记者

注意到，近一个月内已有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两家银行发布公告对个人外汇买卖业务做出了调整。在分析人

士看来，暂停此类业务某种程度是向投资者提示潜在风险，对投资者来说，外汇交易对投资者相关专业知识

的要求较高，银行未来还是需要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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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收紧外汇交易 两大行暗示风险

金鹰基金“优生差生”规模变动有玄机？

北京商报2021.7.29

常熟市欣鑫经纬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1735308727R） 不慎遗失提单一份， 提单号
SHAS019423，提单日期26,Jan�2021，船次015W，船号
KURE�，收货人/通知人 AMMO�VAREJO�LTDA,始发港
SHANGHAI�CHINA，目的港SANTOS�BRAZIL，特此声明
作废。

2021年7月29日

遗失公告

常熟市欣鑫经纬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1735308727R）遗失开亚国际物流（上海）有限
公司提单一份， 提单号SHBLU0014433， 提单日期28,
Dec�2020，航次0BD8KW1MA/008W，船号VENETIKO，
始发港SHANGHAI�CHINA， 目的港SANTOS�BRAZIL，
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7月29日

遗失公告
常熟市欣鑫经纬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0581735308727R） 遗失开亚国际物流 （上
海） 有限公司提单一份， 提单号SHBLU0014638，提
单 日 期 25,Jan� 2021， 航 次 0179W， 船 号 KOTA�
LAGU，始发港SHANGHAI�CHINA，目的港SANTOS，
BRAZIL,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7月29日

遗失公告

常熟市欣鑫经纬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0581735308727R）不慎遗失提单一份， 提单
号 SHASSZ729368， 箱 号 ：KIRU2012384/ZC�
SU7172064/TCNU5777690， 提单日期 17,Mar� 2021，
船次 110W，船号MAERSK�LETICIA，始发港SHANG�
HAI � CHINA ， 目 的 港 SANTOS � BRAZIL ， 特 此 声 明
作废。 2021年7月29日

遗失公告

两家银行限制外汇交易

7月27日，招商银行发布《关于调整个人

双向外汇买卖业务的通告》称，于即日起关闭

个人双向外汇买卖业务新客户签约功能，并

将于8月11日对个人双向外汇买卖业务规则

和交易系统进行调整。

招商银行也在7月27日同步宣布，该行个

人外汇期权业务即日起停止发售新产品，已

发售产品的买卖与到期结算不受影响。全部

存续产品到期后，不再向个人客户开放，已签

约客户产品协议终止。

7月28日，北京商报记者从招商银行客

服人员处获悉，此次招商银行收紧个人双向

外汇买卖业务的原因为受疫情反复以及国

际经济政策的影响，外汇市场波动较大，为

了顺应市场变化，银行做出调整。针对何时

恢复个人双向外汇买卖业务新客户签约功

能，上述客服人员表示“暂时未接到相关安

排通知”。

除了限制个人双向外汇买卖业务之外，

招商银行还在《关于关闭实盘纸黄金纸白银、

实盘外汇买卖业务电话银行渠道的通告》中

表示，自2021年8月11日起，将逐步关闭实盘

外汇买卖业务电话银行渠道。

“考虑到外汇市场风险较大，我行未来将

进一步从严限制个人双向外汇买卖业务，若

您有个人双向外汇产品持仓余额，请保持关

注并做好仓位管理，适时降低持仓余额。”招

商银行同时提醒投资者。

这是近一个月内第二家官宣对外汇业务

进行调整的银行，此前的7月16日，工商银行

发布《关于调整账户外汇业务的通告》指出，

将于8月15日对账户外汇业务规则和交易系

统进行调整，本次接受调整的账户外汇是指

工商银行为个人客户提供的，采取只计份额、

不支取实际外汇的方式，以人民币买卖多种

外汇的交易产品。

除了将账户外汇产品的风险级别调整为

第5级（R5），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要求

调整为进取型（C5）等之外，工商银行还提高

了部分外汇业务的交易起点，例如，8月15日

起，账户日元的单笔交易起点数量为10000日

元，交易最小递增单位为100日元；账户挪威

克朗、账户瑞典克朗的单笔交易起点数量为

1000单位外币，交易最小递增单位为10单位

外币。

谈及两家银行收紧外汇交易业务的原

因，宏观分析师周茂华分析认为，调整此类业

务在某种程度上是向投资者提示潜在风险。

尤其是个人外汇期权衍生品具有较高风险

特性，银行收紧相关业务，除了有助于落实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之外，也有助于防范

潜在纠纷和监管问责风险，维护银行自身市

场声誉。

投资者切勿“蒙眼”入场

对收紧外汇交易业务的原因，招商银行

和工商银行都在公告中提及了“为顺应市场

形势变化”。

从汇率表现来看，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

双向波动增强，北京商报记者根据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发布的数据梳理发现，今年美元/人

民币中间价先是从1月初的1美元对6.5408元

人民币下降至2月10日的1美元对6.4391元人

民币，随后便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平静，后又在

3月31日上涨至6.5731的高点。4月、5月两个

月的时间里，美元/人民币中间价再次出现下

跌，一度跌至6月1日的6.3572。在随后的一个

多月时间里，美元/人民币中间价迎来了一波

回升，7月27日，美元/人民币中间价报1美元

对6.4929元人民币。

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也从侧面体现了国际

市场变化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对人民币

汇率走势，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

院院长王红英分析认为，由于未来世界经济

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

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世界货币的内在价值变动

将会越来越频繁，但相对而言，人民币依旧会

保持对美元的平稳性，微幅升值将是近期外

汇市场主要的走势特点。

王红英进一步指出，目前在基于全球经

济走向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一般的非专

业投资者将会面临一些较大的波动性，会导

致风险程度提高。不建议风险评级不高的这

类客户进入外汇市场交易，对普通用户而言，

只要维持日常生产贸易、留学等正常的换汇

即可。当前，持有人民币资产是最佳的资产配

置策略，不要盲目去兑换成美元或者其他货

币资产，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基本面不

会改变。

“外汇交易对投资者相关专业知识的

要求较高，未来银行还是需要落实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对于银行来说未来不仅要规范、重塑业

务管理流程，建立市场‘黑天鹅’事件处置

预案，也需要增强投研能力等。”周茂华如

是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

非货币规模逆势下滑

7月28日，金鹰基金发布高级管理人员变

更公告，公司原首席信息官刘盛因工作安排

转任督察长，由公司总经理姚文强兼任首席

信息官一职。

今年2月8日，金鹰基金原督察长徐娇娇

因个人原因离任，由姚文强暂代督察长一职。

至今，金鹰基金的督察长人选终于尘埃落定。

据金鹰基金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

2002年，总部设在广州，注册资本5.1亿元；股

东包括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66.19％、24.01％和

9.8％的股份。

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

末，金鹰基金的非货币管理规模为299.12亿

元，环比减少32.46亿元，在当前全市场数据

可取得的156家基金管理人中排第77名。此前

在一季度，金鹰基金的管理规模创下其自

2018年三季度末以来的新高，达331.58亿元。

而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

公募基金总规模为23.03万亿元，环比增加

1.47万亿元。

不难看出，在行业规模增长的同时，金鹰

基金的管理规模却逆势下滑。具体来看，截至

二季度末，金鹰基金的权益类产品规模达

232.85亿元，在其非货币管理规模中占比高

达77.85％。而一季度末，其权益类基金的规模

则为241.13亿元。

对于非货币管理规模下滑的原因，北京

商报记者发文采访金鹰基金，但公司方面对

此未予以回应。

财经评论员郭施亮表示，对于公募基金

而言，近年来的产品越来越多，在同质化竞争

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部分业绩表现相对

一般的基金产品可能会面临赎回压力。

整体来看，金鹰基金旗下产品的长期业

绩表现相对优异。数据显示，截至7月27日，金

鹰基金旗下近一年共有2只产品的收益率翻

倍，分别为金鹰改革红利混合、金鹰民族新兴

混合，近一年收益率分别为126.73％、

121.68％。若拉长时间至近三年来看，金鹰基

金旗下则有15只产品的收益率翻倍，最高至

347.81％，为金鹰信息产业股票A。

“冠军”增长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商报记者在比较金

鹰基金旗下产品今年一二季度的规模变化

时，发现了几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在年内市场波动不断的背景下，由韩广

哲管理的金鹰民族新兴混合以高达53.15％的

年内收益率一举“登顶”，成为2021年上半年

主动权益基金的业绩冠军。随后，该基金的收

益率不断攀升，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

至7月27日，该基金的年内收益率为62.67％，

并在主动权益类基金的业绩榜中排名第4。

在业绩表现向好的背景下，金鹰民族新

兴混合的规模也持续增长。数据显示，截至二

季度末，该基金的最新基金资产净值为3.95亿

元，较一季度末增加2.84亿元。不难看出，虽然

该只基金产品的业绩表现向好，但规模增长

却并未有突出表现。

值得寻味的是，相较于金鹰民族新兴混

合的规模增长有限。金鹰基金旗下则有一只

业绩表现不佳的基金在二季度末规模大增，

一改此前的“颓势”。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7日，成

立于2016年3月的金鹰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

合的年内收益率为-9.77％，跑输同类平均

14.66个百分点，在金鹰基金数据可取得的41

只主动权益类基金中排名末位。而在二季度

期间，该只基金的收益率为7.27％，较一季度

期间的-15.98％收益率有明显增长。

然而，在整体业绩表现平平的背景下，金

鹰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合的规模却大幅增

长。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金鹰智慧生活

灵活配置混合的最新资产净值为39.99亿元，

成为金鹰基金旗下规模最大的主动权益类基

金。而一季度末其规模仅为978.96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二季报内容显示，报告期

内（即二季度期间），金鹰智慧生活灵活配置

混合的基金资产净值已发生连续超过60个

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基金管理人

已按法规要求向证监会报送解决方案。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还在季报中注意到，

金鹰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在二季度期间有

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季报内容显示，有机构投资者在

6月中下旬大举申购该产品。

其中，在2021年6月16日当天，有机构投

资者申购金鹰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合

1159.36万份，在报告期末持有的份额占比为

0.5％；而6月17日-18日，也有机构投资者申

购2896.81万份，份额占比为1.25％；另外，在6

月16日-24日期间，还有机构投资者申购该

基金约1.16亿份，份额占比为5％；直至6月28

日-30日，再有机构投资者申购7.53亿份，份

额占比达32.51％。

某公募从业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

“这种情况可能是公司跟机构谈好了，主要是

为了‘保壳’而进行的操作。对于中小型基金

公司来说，成立产品已经付出了一定成本在

信披和营销宣传上，所承担的成本已经不少，

因此公司不会轻易放弃一只产品。而对于业

绩表现不佳的现象，鉴于这是只主动权益产

品，未来可能会通过更换基金经理来解决这

一问题”。

郭施亮则提醒道，当基金产品的机构投

资者占比较高时，需要警惕巨额赎回风险。一

旦发生巨额赎回，则可能对基金产品的净值

构成比较明显的波动冲击，从而损害普通投

资者的利益。建议投资者在选购这类基金产

品前，多关注机构投资者的实际占比，有利于

规避大额资金撤出时所带来的风险。

产品规模波动不断

事实上，有关巨额赎回的情况也曾发生

在金鹰基金旗下另外一只产品上。数据显示，

截至二季度末，金鹰元和灵活配置混合的合

并规模为9044.69万元，而一季度末，该只基

金的合并规模高达95.8亿元。而在2020年年

底，该只基金的合并规模仅为1.03亿元。

据季报内容显示，金鹰元和灵活配置混

合在二季度期间曾遭遇机构投资者的多次赎

回。其中，在2021年5月19日-20日期间，有机

构投资者赎回4.14亿份；在5月26日-6月3日

期间，则有机构投资者赎回3.1亿份；另在6月

4日，还有机构赎回9309.06万份。

但在业绩表现方面，金鹰元和灵活配置

混合的净值却并未因遭遇大额赎回而产生明

显波动。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7

日，该只产品的A/C份额年内收益率分别为

9.47％、9.07％，分别跑赢同类平均4.58个、

4.18个百分点。

为何该产品在遭遇大额赎回后，净值表

现却无明显波动？前述公募从业人士表示，可

能是基金公司提前做好了预防，在基金公司

和机构投资者提前沟通的情况下，机构投资

者慢慢地卖出，就不会影响产品净值。

郭施亮则分析道，也可能是基金公司在

资产配置方面较灵活，在机构投资者巨额赎

回前，拥有足够的现金类资产以应对相关风

险的产生。“从上述产品的情况可以看出，机

构投资者的占比规模较大，而当机构投资者

进出时，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因此，基金

公司需要提前做好风控准备，如准备一定的

现金资产防止因为巨额资金进出而引发的风

险。另一方面，基金公司也可以加强与相关机

构投资者的联系，为有可能发生的风险问题

提前准备。”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海媛

虽然新任高管尘埃落定，但金鹰基金眼下的压力不小，最新数据显示，在二季度末公募行业规模环比增长的同时，金鹰基

金的非货币管理规模却逆势“缩水”。北京商报记者通过比较金鹰基金旗下产品一二季度的规模变化发现，其存在“冠军基”规

模增长平平、业绩倒数的产品却规模大增的特殊情况。此外，还有个别产品的一季度末规模较2020年年底大幅增长，却在二季

度末再遭遇“断崖式”下跌。

7月27日起关闭个人双向外汇买卖业务新客户签约功能

8月11日起逐步关闭实盘外汇买卖业务电话银行渠道

招商银行

8月15日起账户外汇产品的风险级别调整为第5级（R5）

8月15日起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要求调整为进取型（C5）

工商银行

投资者风险提醒

●在基于全球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

●一般的非专业投资者将会面临较大的波动性

●会导致风险程度提高

●不建议风险评级不高的投资者进入外汇市场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