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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季度登记情况来看，截止 5 月末，管理基金季度规模呈
现小幅上升的趋势，季度平均规模为 13.31 亿元，环比上升
4.23%；管理人平均数量为 24348 家，环比减少了 0.21%；
管理基金平均数量为 77300 只，环比增加 2.73%。



一季度，A 股现普涨行情。二季度，市场整体回调，A 股深
幅调整，回撤幅度较大。随着不确定因素增多，上证综指
冲高后大幅回落，上证指数下跌了 3.62％。



据不完全统计，从排行榜来看，股票策略私募证券基金持
续霸屏。从单个产品收益来看，收益差距相比上个月有大
幅扩大的趋势，首尾收益相差 129.19%。二季度收益冠军
是股票型产品“斌诺启航 2 号”，平均收益为 220.28%。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市场波动预期将逐
步增大，私募股权市场募资形势愈发严峻，虽然募资难还
在延续，但从近几个月的情况看，募集完成基金数量有抬
头趋势，基金规模也跃居整个年度平均值之上，募集完成
基金趋势向好。



据公开市场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2019 一
季度末新发行的契约型私募产品 59 款，发行规模为 88.07
亿元。从季度契约型私募发行情况来看，一季度平均发行
数量环比下降 16.29%，总发行规模环比下降 37.71%。

三、三季度私募市场趋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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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募行业政策回顾
（一）监管政策回顾
4 月 23 日，中证协下发了《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自律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办法》对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 IPO 网下询价和申购业务
拟进行规范，其中对参与科创板打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提出了资管实力要求。其
中，管理总规模连续两个季度 10 亿元以上，且管理的产品中至少有一只存续期 2
年以上的产品，申请注册的产品规模应为 6000 万元以上。
5 月 31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其中，《细则》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为科创板网下投资者的具体条件：
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中基协备案的产品总规模最近两个季度均为 10 亿元(含)
以上，且近三年管理的产品中至少有一只存续期两年(含)以上的产品；申请注册的
私募基金产品规模应为 6000 万元(含)以上、已在中基协完成备案，且委托第三方
托管人独立托管基金资产。
6 月 3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
案管理办法（试行）》，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办法》面向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及前述机构依法设立的从事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子公司，
它从备案要求、备案核查、自律管理等三个方面，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
管理计划备案进行规制。
6 月 19 日，证监会发布了与“财税 55 号文”有关的《私募基金监管问答——关于
享受税收政策的创业投资基金标准及申请流程》，明确了可申请享受该优惠政策
的创投基金所应该具备的条件。
6 月 24 日，据中证协发布， 为进一步加强科创板股票承销发行与网下投资者自律
管理相关工作，引导行业遵纪守法、勤勉尽责，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6 月 24 日向证
券公司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创板股票发行承销与网下投资者自律管理工作
的通知》。
（二）机构动态回顾
苏宁易购参投云锋基金 共同打造私募基金
5 月 8 日，苏宁易购发布公告称，公司子公司苏宁国际与 Yunfeng Investment III,
Ltd.合作，参与投资 Yunfeng Fund III,L.P.（云锋基金 III 金），协同其他有限
合伙人共同打造一支目标规模不超过 25 亿美元的私募基金，苏宁国际作为有限合
伙人，计划出资不超过 2.1 亿美元认购基金份额。截至公告日，苏宁国际已缴付
61.41%的出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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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设立私募投资基金 规模不超过 15 亿元
6 月 14 日，顺丰发布公告称，为继续盘活存量资产、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顺丰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拟以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丰泰电商产业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的物流产业园为标的资产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并通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
持证券募集资金。
贝莱德轻取投顾牌照
因母公司全球资管巨头贝莱德（BlackRock）的光环，其在上海的外商独资企业贝
莱德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在国内的每一个举动都备受市场瞩目。近日，
上海贝莱德已成功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在中国境内提供投资顾问服务
的登记备案。
霸菱宣布在中国登记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环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霸菱今日宣布，其位于上海的外商独资投资管理公
司，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AMAC）成功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后，霸菱可以向中国合格投资者提供国内股票、债券及多元资
产投资服务。
对冲基金巨头 Two Sigma 正申请私募牌照
6 月 25 日周二，据英国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管理着 600 亿美元资产的知名量化对
冲基金巨头 Two Sigma 不仅正在申请私募基金牌照，还在计划申请“QFII（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配额，以便投资 A 股。
珠海盛世股权私募基金五宗违规 向不合格投资者募资
中国证监会近日公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9〕8 号显示，珠海横琴新区盛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向合格投资
者之外的个人募集资金；不按照约定履行职责等五宗违法违规行为。
第 19 家外资私募德劭投资完成登记 进军中国市场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显示，德劭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近期完成私
募管理人登记，成为第 19 家进军中国市场的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WFOE PFM），也是继联博汇智投资、安联寰通资产之后，今年第 3 家进军中国
市场的外资私募。
（三）私募危机事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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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百亿私募爆雷
3 月 19 日，180 位投资人共同签署实名举报信，举报其购买的金诚集团旗下多只
私募基金延期兑付未果，涉嫌诈骗，牵涉受害人数 3800 人，涉及金额高达 140 亿。
3 月底永柏资本在旧总部办公地张贴告示，称接到监管部门通知，暂时不能营业。
4 月 27 日，因涉嫌非法集资，金诚集团被杭州拱墅警方立案调查。金诚集团旗下
共运作 354 只私募基金产品，主要投向特色小镇 PPP 项目，初步统计牵涉受害人
数大概 3800 人，未能兑付的规模超 170 亿元。
6 月 5 日，杭州拱墅警方发布《案情通报》：经拱墅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
已对金诚财富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犯罪嫌疑人韦某等 21 人执行逮捕，并对 13 名犯
罪嫌疑人取保候审。
壹彤地产旗下超 10 亿私募产品爆雷
6 月 17 日，一投资人认购的壹彤集团旗下公司私募产品出现兑付问题，并涉嫌资
金挪用，其中受害人 312 名，总计金额约 10.96 亿元。该私募基金计划将募集资
金用于壹彤地产二手房垫资业务的日常流动资金补充。
永柏资本深陷兑付危机
5 月，永柏资本被爆出深陷 66 亿的兑付泥潭，于上海总部的永柏集团已人去楼空，
各路维权群四起，涉嫌违约的产品类型包括地产私募股权、票据、美元债权等，
具体而言，被爆出问题的私募产品，分别为 31 亿的地产类私募股权基金、20 亿的
其他股权类产品、12 亿的票据和 2.7 亿的美元债权。
5 月，永柏方面发布兑付方案，称票据产品将于 2020 年 6 月开始将剩余未支付的
本金金额分为 12 个月支付完毕，即 2021 年 5 月支付完毕所有本金。
6 月，上海市公安局通报称，已将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永柏资本实际控制人
金某抓捕归案，红歆财富高管钱某某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锋创财富季度付息及本金兑付均未实现
近日，多名投资人反映，其于 2018 年 3 月至 5 月间认购了一款名为“承德恒骏物
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产品。然而，在该私募基金运作半年后，管理人北京锋
创财富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却突然失联。管理人失联后，该基金季度付息
及本金兑付均未实现。投资人与融资方接触后发现，该私募基金资金已被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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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季度私募市场分析
（一）二季度私募备案情况
从季度登记情况来看，截止 5 月末，管理基金季度规模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季
度平均规模为 13.31 亿元，环比上升 4.23%；管理人平均数量为 24348 家，环比减
少了 0.21%；管理基金平均数量为 77300 只，环比增加 2.73%，其中，5 月份，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24307 家，已备案私募基金 77465
只，管理基金规模 13.31 万亿元。季度平均新备案管理人数量小幅减少，源于合规
成本、经营成本、养护成本高。而 A 股在经历年初急速上涨后，二季度出现明显
的调整，私募基金管理数量延续此前火热势头，逐月增加，最终使得整个季度的
管理基金数量环比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数量增加的同时，私募基金的投向及
作用也愈发明显。
截至 2019 年 5 月底，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从注册地分布来看（按 36 个辖
区），集中在上海、深圳、北京、浙江（除宁波）、广东（除深圳），总计占比
达 71.49%，略高于 4 月份的 71.47%。其中，上海 4742 家、深圳 4573 家、北京 4342
家、浙江（除宁波）2059 家、广东（除深圳）1661 家，数量占比分别为 19.51%、
18.81%、17.86%、8.47%、6.83%。
截至 2019 年 5 月底，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规模在 100 亿元及以上的有
252 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50 亿—100 亿元的 289 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20 亿—50
亿元的 682 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10 亿—20 亿元的 833 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5 亿—
10 亿元的 1196 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1 亿—5 亿元的 4416 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0.5
亿—1 亿元的 2327 家。截至 2019 年 5 月底，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有管理规模
的共 21316 家，平均管理基金规模 6.24 亿元。
图1

2017 年以来季度私募基金登记情况

单位：家，只，万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基金业协会（截止 2019 年 5 月 31 日）
备注：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此图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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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 月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规模情况

单位：家

数据来源：中国基金业协会（截止 2019 年 5 月 31 日）
备注：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此图仅供参考。

（二）私募证券市场业绩表现
一季度，A 股现普涨行情。二季度，市场整体回调，A 股深幅调整，回撤幅度较大。
随着不确定因素增多，上证综指冲高后大幅回落，上证指数下跌了 3.62％，市场
估值更是再次回到低位。国内经济基本面还处于信用修复阶段，二季度经济基本
面转好的支撑力度暂不够明显。


二季度管理期货基金收益夺冠

今年二季度，各个融智私募策略指数表现不一，从各个策略指数的涨跌幅来看，
八大策略大部分平均收益率取得正回报，且表现最好的策略为管理期货策略，平
均收益率为 4.12%。管理期货策略产品受益于 2018 年较为优秀的业绩表现，2019
年的新发基金数量较去年水平有所抬升。其次是事件驱动的 14.87%，事件驱动策
略则以-2.30%的平均收益位于末端，股票策略的-0.28%则排名倒数第二。私募股票
策略的业绩再度缩水，收益回撤明显，市场出现动辄数个涨停板、数个跌停板的
冰火两重天奇景。
据不完全统计，从排行榜来看，股票策略私募证券基金持续霸屏。从单个产品收
益来看，收益差距相比上个月有大幅扩大的趋势，首尾收益相差 129.19%。二季
度收益冠军是股票型产品“斌诺启航 2 号”，平均收益为 220.28%，而第二和第三
为分别是“柚子乘风”、“子轩福豆 2 号”，平均收益分别为 185.14%、130.20%。
柚子投资成立时间超过 4 年，目前管理 3 只基金，管理规模在 1 亿内，以股票
策略为主。公司保持对宏观经济发展趋势、行业运行趋势、国家政策变化的密切
跟踪，采取较为灵活的仓位策略，以中短线的眼光，发掘估值合理的快速成长型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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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策略排名净值靠前的产品来看，表现最好的股票策略中是净值最大的股票策
略大禾投资掘金 5 号，夺得周冠军。另外，纵览股票策略前五排行榜，大禾投资
旗下的两只产品净值排名占据前五名的两个席位。大禾投资的投资理念是以产业
视角奉行价值投资理念。投资策略是坚持长期价值投资，理性分析价值，选取好
的商业模式、好的公司、好的价格，集中持股。
图3

2019 年证券类私募基金分策略指数收益情况

单位：%

数据来源：私募排排网
备注：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此图仅供参考。
表1

二季度证券私募收益前十排行
管理人

复权单位净值

净值日期

上涨幅度

投资策略

产品名称

股票策略

斌诺启航 2 号

斌诺资产

6.3100

2019/06/28

220.28

股票策略

柚子乘风

柚子投资

5.6496

2019/06/28

185.14

股票策略

子轩福豆 2 号

子轩资产

2.9210

2019/07/01

130.20

股票策略

万方传奇 1 号

万方资产

5.8883

2019/06/28

129.97

管理期货

大凡 1 号

大凡投资

0.9865

2019/06/28

126.42

股票策略

中阅产业主题 2 号

中阅资本

1.6948

2019/06/28

114.14

股票策略

正帆敏行 2 号

正帆投资

2.5150

2019/06/28

103.85

股票策略

华英武当招财进宝 1 号

华英财富

1.0140

2019/06/21

103.22

股票策略

七王瑞德 2 号

七王资产

0.7700

2019/06/21

100.00

股票策略

正帆敏行 1 号

正帆投资

2.5320

2019/06/28

91.67

（%）

数据来源：私募排排网
备注：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此处数值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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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二季度八大策略净值冠军产品

投资策略

产品名称

管理人

复权单位净值

净值日期

股票策略

大禾投资掘金 5 号

大禾投资

7.7340

2019/06/28

宏观策略

从容全天候 1 期

从容投资

4.7730

2019/05/31

管理期货

聊塑投资私享 1 号

上海聊塑资产

4.9480

2019/06/26

事件驱动

厚生启睿七号

厚生资产

1.7600

2019/05/31

相对价值

社润成长基金

社润投资

3.1766

2019/06/28

固定收益

商羊稳健 1 号

商羊资产

2.8630

2019/07/01

组合策略

同亨爱弗 FOF 一期

同亨投资

2.8594

2019/06/21

复合策略

德亚进取 1 号

德亚投资

7.2915

2019/06/28

数据来源：私募排排网
备注：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此处数值仅供参考。
表 3 股票策略二季度净值排名情况
投资策略

产品名称

管理人

复权单位净值

净值日期

股票策略

大禾投资掘金 5 号

大禾投资

7.7340

2019/06/28

股票策略

大禾投资掘金 1 号

大禾投资

7.2300

2019/06/28

股票策略

否极泰

凌通盛泰

7.1597

2019/06/28

股票策略

赛亚成长 1 号

赛亚资本

6.6170

2019/05/31

股票策略

斌诺启航 2 号

斌诺资产

6.3100

2019/06/28

数据来源：私募排排网
备注：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此处数值仅供参考。

（三）私募股权市场表现情况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市场波动预期将逐步增大，私募股权市场
募资形势愈发严峻，市场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动力。同时，基金募资是私募股权市
场活动的首要基础环节，募资难影响着整体市场的成长与发展，虽然募资难还在
延续，但从近几个月的情况看，募集完成基金数量有抬头趋势，基金规模也跃居
整个年度平均值之上，募集完成基金趋势向好。
截止 2019 年 5 月 31 日，募资困难带来基金投资更为谨慎，投资速度明显放缓，
市场投资案例有所回落，VC/PE 投资活跃度持续下滑，融资交易量下降，然而融资
规模小幅上涨，均值整体提升,主要归功于头部明星项目的大额融资，投资金额在
1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大额投资案例的总融资金额大幅增加，涉及投资金额超 300
亿。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公司踏入了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在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系统提交上市申请的 113 家科技创新企业
中，得到私募股权投资的企业数量达到 92 家，占比达 81.4%（有 3 家企业私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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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基金已完全退出）。有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 92 家科技创新企业行业分布广泛，
最为集中的行业为计算机运用，共有 20 家，占比 21.7%；其次为资本品，共 19
家，占比 20.7%；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半导体、电信业务及通信设备行业共 20 家，
合计占比 21.7%。
图 4 2018 年以来私募股权市场投资数量和金额季度走势图

单位：亿美元，起

数据来源：投中网（截止到 2019 年 5 月 31 日）
备注：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此图仅供参考。
图 5 5 月私募股权市场投资金额和案例走势图

单位：百万人民币，起

数据来源：私募通（截止 2019 年 5 月 31 日）
备注：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此图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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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契约型私募产品市场情况


发行规模与发行数量双双下降

据公开市场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二季度末新发行的契约型
私募产品 59 款，发行规模为 88.07 亿元。从季度契约型私募发行情况来看，二季
度平均发行数量环比下降 16.29%，总发行规模环比下降 37.71%。首先，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市场上对优质的资产竞争较为激烈；其次，整体融资环境有所改善，
企业融资渠道多样化，企业对于私募渠道的选择偏好下降；再者，私募机构更加
注重风险控制，在产品投放上偏谨慎。
图6

2017 年以来季度契约型私募发行情况

单位：亿元 ,款

数据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
备注：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此图仅供参考。



平均期限 1.20 年 平均预期收益率 7.67%

二季度产品平均期限为 1.20 年，环比增加了 0.14 年，产品流动性持续小幅下降。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7.67%，环比下降了 0.85 个百分点，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机构资金的流动性增强，社会平均融资成本持续走低，私募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受
此影响有可能继续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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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契约型私募季度平均预期收益走势图

单位：年 ,%

数据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
备注：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此图仅供参考。


权益投资资金占比居首 股权投资规模小幅增加

据公开市场不完全统计，权益投资类继续由上季度的 81.29 亿下降到本季度的
48.90 亿，环比下降 39.84%；股权类由上季度的 29.11 亿增加至本季度的 29.32 亿，
环比增加 0.72%；贷款类由上季度的 21.10 亿下降至本季度的 4.41 亿，环比减少
79.11%。
相对于上季度，股权投资的规模有所上升，另外两种资金运用方式的产品规模均
呈现下降的趋势，股权投资类规模占比且大幅提高，从具体的投向领域来看，投
向房地产领域的产品居多，以往房地产基金多采取明股实债方式参与开发商的并
购配资，如今更多的是采用股权投资方式。从债性投资到股权投资，是房地产私
募基金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图8

契约型私募资金运用方式构成比例情况

单位：%

数据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
备注：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此图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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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房地产领域规模增加

据公开市场不完全统计，本季度房地产、金融、工商企业和其他领域私募的平均
发行规模分别为 27.18 亿、47.14 亿、6.74 亿和 2.35 亿元，较上季度同时点统计得
到的数据相比，只有房地产领域的规模上升。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融资政策收紧，房地产资金供给渠道受限，房地产基金的业
务优势凸显，已经成为私募热门的投向领域。首先，房地产项目一般利润较高，
房地产基金产品的收益率也一般较高，产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较大；其次，房地
产项目的风险相对可控，一般都会设置充足的抵押物，还款来源比较有保障。
图 9 契约型私募投资领域构成比例情况

单位：%

数据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
备注：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此图仅供参考。

三、三季度私募市场趋势展望
7 月是重要的布局反弹窗口期
今年 A 股向上拐点已经显现，强烈看好下半年。市场下半年将突破一季度高点，
开启中期上涨走势。预计全年 A 股盈利增速约 9%-10%，略高于一季度水平。
看好消费服务、科技创新和一些战略新兴产业机会
目前估值处于合理区间偏上，未来受益减税和经济消费企稳，全年业绩稳定增长
有保障。长期来看，白酒行业受益于消费升级和品牌集中的趋势，在短期调整之
后依旧维持结构化的景气长周期，仍看好优秀企业尤其是头部名酒的投资机会。
市场整体估值也较低，有利于寻找长期投资标的。随着研发的不断投入，未来会
持续实现各个环节的技术突破。现阶段，主要把握已经实现技术突破，且市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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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大的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比如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疗等。
理财资金可能与私募股权合作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的出台可能给私募行业带来了一股春风。其中
提出，银行理财子公司可能选择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担任理财投资合作机构，并
明确给出可合作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条件。符合条件的私募基金通过投顾模式实现
与银行公私募理财的合作，也可以通过直接的委托投资模式接受银行私募理财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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