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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分级基金专题研究 

 

观点简述： 

种类繁多的分级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模式，但分级

基金的结构化设计和多种分类方式为分级基金的投资增添了复杂性，

在投资于分级基金之前应对其投资类型、管理类型、存续时长以及

上市情况等进行充分了解。 

分级基金内嵌的配对转换机制、触点折算条款、上市交易情况

使得分级基金市场产生了折溢价套利、A 份额折价保护机制、B 份额

下折大幅损失等不同投资状况，在目前分级基金市场整体折溢价率

较低、大量 A 份额处于折价状态且约定收益率较高以及权益市场暂

时无较为明显的趋势性机会的情况下，分级基金 A 份额成为市场资

金投资的新方向。 

未来在金融创新的需求面前，无论是监管层，还是产品设计者

基金公司，或者是投资者，都会伴随着市场的成熟与发展，进一步

完善分级基金的各项制度，期待资本市场分级产品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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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底，A 股市场大幅上涨的过程中，分级基金 B 份额的快速上涨，再加上各种眼花缭乱的分级

基金类型让很多投资者关注到了这样一个新的投资品种，但在投资过程中，投资者也逐渐发现分级基金涉

及许许多多的专业术语与特殊条款，无论是分级基金的拆分、合并，抑或者是分级基金的上折、下折都让

投资者感到困惑，只有充分地了解分级基金，才能以专业的态度投资于其中。 

一、分级基金基本概念初识 

从定义来看，分级基金又称为结构化基金，是指在一个基金投资组合下，通过对基金收益和净资产的

分解，形成两类或多类风险收益特征具有一定差异化的子份额的基金品种，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拥有多种

子份额，子份额的收益方式通过特定的方式约定。 

不管如何分级，分级基金各个子份额的净值与份额占比的乘积之和等于母基金的净值。 

目前我们熟知的市场上的分级基金（母基金份额 M）都分为两类份额，优先级份额（A 份额）与普通

级份额（B 份额）。 

满足的关系式为： 

母基金净值=A 份额净值*A 份额占比% + B 份额净值* B 份额占比% 

母基金每日公布净值。 

（一）分级基金 A、B份额净值分配 

1、A 类份额的资产净值分配 

A 类份额的约定收益率通常以“1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为基准，在此基础上给予固定利差或者浮

动利差，并定期进行调整；也有部分 A 类份额采用恒定收益率。在目前上市的 A 类份额中，以“1 年期定存

利率（税后）+3.0%”、 “1 年期定存利率（税后）+3.5%”和“1 年期定存利率（税后）+4%”，并每 12 个月进

行一次调整的品种为主流。 

2、B 类份额的资产净值分配 

根据上文提及的公式 

B 份额净值=（母基金净值*母基金份额总数-A份额净值*A份额总数）/B份额总数 

由于 A 类份额的约定收益率为年化利率，因此在短期内，其净值变动幅度较小，B 类份额近似享受了

基金总资产的全部收益或亏损，具有明显的杠杆属性。 

（二）分级基金新玩法——配对转换机制 

分级基金的配对转换机制或许是投资者对于分级基金最为熟知的特殊性质之一了，即对于 A、B 份额

均上市交易的分级基金而言，场内母基金可按初始份额配比拆分为子份额，同时子份额也可按相同比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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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场内母基金。例如鹏华信息 A 与鹏华信息 B 可按照 1：1 的比例合成 2 份鹏华信息母基金份额，不同

的分级基金其拆分比率不同，目前市场上拆分比率（A 份额：B 份额）包括了 20:80、40:60、50:50、70:30、

80:20 等多种比例；需要指出的是部分投资标的为债券的分级基金不能支持配对转换。 

分级基金配对转换流程图 

图 1：分级基金母基金分拆流程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 2：分级资金子份额合并流程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分级基金种类繁多，多维度细分 

国内分级基金开始于 2007 年，前期经历了一个平稳发展的过程，在 2014 年下半年-2015 年上半年伴

随着 A 股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双牛市得到了井喷式的发展，但因为其杠杆性与投资专业性，2015 年 8 月，证

监会暂停了新发分级基金。目前市场上存续的分级基金仍有 178 只，总规模为 1953 亿元，二级市场中 A

份额日均成交额为 15 亿元左右，B 份额为 55 亿元。 

分级基金的分类方式较多，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分级基金进行分类 

（一） 投资类型分类——投资标的全市场覆盖 

根据不同的投资标的，分级基金主要可分为三大类：股票型（1551 亿）、债券型（300 亿）和 QDII 型

（102 亿）；在进行管理时，不同分级基金又可区分为被动指数型与主动管理型。 

对股票型分级基金而言，被动指数型分级基金是市场的主流，主要是因为主动管理型产品仓位不透明，

母基金净值缺少比较基准，因此难以进行折溢价套利；对于被动指数型股票分级基金，根据其跟踪指数的

不同，进一步细分为规模类、行业类、主题类和风格类等，其中规模类指数从大盘股涵盖到小盘股，覆盖

面最广；行业类指数则主要集中在金融地产板块；主题类指数以军工、TMT、政府行为等。 

另一方面，对债券型分级基金来说，则以主动管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因为债券双边报价的交易方式，

使得基金难以有效的跟踪指数成分股。 

最后，目前市场上只存在两只 QDII 分级基金，分别为汇添富恒生指数（164705.OF）与银华恒生 H 股

（161831.OF），均为被动指数型股票分级基金，分别跟踪恒生指数与恒生国企指数。 

场内申购母基金 

 

T日 

母基金到账 

 

T+1日 

申请分拆为 

子份额 

T+2日 

二级市场卖出 

子份额 

T+3日 

二级市场买入 

子份额 

T日 

申请合并为 

母基金 

T+1日 

母基金到账 

 

T+2日 

按净值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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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分级基金投资类型分类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二） 存续时长分类——永续与定期并存 

按照基金的运作期限，分级基金可分为永续型与固定期限型。股票型分级基金绝大多数为永续型，而

债券型分级基金中则有较多比例的基金采用固定期限。而在固定期限型的分级基金中，绝大多数产品在到

期后将会自动转换为 LOF。 

图 4：分级基金存续时长分类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三） 是否上市分类——灵活安排上市机制 

根据 A/B 子份额是否上市进行交易，分级基金可分为 3 类：全部上市型、半上市型和均不上市型。 

1、全部上市型：目前市场中的主流，母基金只能在场外/场内申购赎回，不可交易；子份额，即 A 份

额和 B 份额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不能单独申购赎回。 

由于子份额同时拥有净值和价格两种估值指标，而价格除了净值外，还受到投资者情绪、市场供需等

因素影响，因此会出现价格偏离净值的情况。主要则是利用折溢价率指标来衡量这种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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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份额折溢价率=子份额价格/子份额净值-1 

尽管母基金不存在二级市场价格，但可以参照分级基金净值分配原则，通过子份额的价格合成母基金

价格，进而衡量分级基金的整体折价率。 

整体折溢价率=（A 份额价格*A 份额比率%+ B 份额价格*B 份额比率%）/母基金净值−1  

2、半上市型：均为 A 不上市、B 上市的类型，多为固定期限的债券型分级基金，A 类份额定期开放申

赎，B 类份额可上市交易，无配对转换机制，到期后 A\B 份额转化为 LOF
1
。 

3、均不上市型：目前共有 24 只，均为债券型分级基金；若是固定期限型的，到期后大多进入下一个

运作周期，这种类型的基金类似于结构化理财产品中的优先与劣后份额。 

三、分级基金折算条款——保障投资收益与激发投资活力 

折算是指分级基金定期或不定期的以母基金份额的形式向投资者分配收益。根据触发类型的不同，折

算可分为定期折算和到点折算，其中，后者又可分为向上触点折算和向下触点折算。 

对于场内分级基金而言，触发折算后子份额将会面临一段时间的停牌（折算日后第一个交易日，以及

第二个交易日 9:30-10:30）。 

表1 ：分级基金折算流程 

事件   交易日 涉及业务 

基准日 T 折算（当日晚间进行） 

业务暂停 T 母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 

停牌 T+1 参与折算份额的二级市场交易 

复牌 T+2 10:30 参与折算份额的二级市场交易 

业务恢复 T+2 母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一)定期折算——A份额约定收益来源 

通常，分级基金会在基金合同中约定一个固定的日期，在该日将 A 类份额单位净值超过 1.00 元的部

分以等价值母基金份额的形式返还给投资者，其目的在于兑现 A 类份额的约定收益。 

  

                                                                 
1 即上市型开放式基金，基金发行结束后,投资者既可以在指定网点申购与赎回基金份额,也可以在交易所买卖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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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分级基金定期折算案例 

折算前 

  

折算后 

A 份额 A 份额 母基金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1 1.4 0.85 1② 1① 0.85 1③ 0.4 —— 

配对转换比例 1:1 

案例说明： 

①A 份额净值归 1； 

②A 份额数不变，仍为 1； 

③A 份额原净值为 1.4，超出 1 部分为 0.4，母基金净值为 0.4，定期折算后返还投资者 1 份母基金。 

（二）到点折算——修正分级基金杠杆比率，保持投资活力 

到点折算，即不定期折算，当指定份额净值达到事先规定的阈值时，分级基金还会触发不定期折算以

再平衡 A、B 份额净值。目的在于保障 A 份额的固定收益，维持 B 份额较高的杠杆率。一般来说，当 B 份

额净值下跌至影响 A 份额约定收益时，或母基金净值上涨到影响 B 份额杠杆率发挥时，进行份额折算。 

1、向下触点折算——A 份额保护机制 

杠杆助涨助跌的特性使得分级基金 B 份额净值在市场下跌过程中加速下滑，这样极有可能出现 B 份额

的杠杆快速扩大，净值无法覆盖 A 份额的约定收益率。因此，为了使这种风险最小化，分级基金常带有向

下触点折算机制。 

触发条件包括：B 份额净值小于阈值（大多数为 0.25 元）或母基金净值小于阈值；或例如 B 份额净值

≤0.25 倍 A 份额净值等。 

目前市场向下折算方案主要为 A、B和母基金净值归 1，A份额按归 1后的 B份额比例缩减到初始比例，

超出部分折算成母基金。 

表 3：分级基金向下触点折算案例 

折算前 

  

折算后 

B 份额 B 份额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4 0.25 0.4 1① 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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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份额 A 份额 母基金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4 1 0.85 1② 1 0.85 3③ 1 —— 

配对转换比例 1:1 

案例说明： 

折算前，B 份额净值达到 0.25，触发下折条款。 

折算后，A、B 份额、母基金净值归 1，B 份额价格为 1.15，A 份额价格为 0.85，母基金价格为

0.5*1.15+0.5*0.85=1。 

①B 份额，原总净值 4*0.25=1；折算后 B 份额净值归 1，份额数变为 1； 

②A 份额净值归 1，份额数按配对转换比例 1:1 计算，为 1 份额； 

③A 份额原总净值为 4*1=4，超出折算后 A 份额部分为 4*1-1*1=3，母基金净值为 1，向下触点折算后

返还 A 份额持有人 3÷1=3 份母基金。 

B 份额持有人亏损为 

（1*1.15-4*0.4）/（4*0.4）= -28.13% 

A 份额持有人收益为 

{[1*0.85+3*(0.85*0.5+1.15*0.5)]-（4*0.85）]}/(4*0.85) = 13.24% 

这也是为什么在 2015 年在经历股灾时，因为分级基金 B 份额净值的快速下跌触发向下折算机制，造

成大量 B 份额持有人短期出现大幅亏损的原因。 

对于 A 份额来说，B 份额的下折可能性也为 A 份额提供了期权价值。但在现实投资者，B 份额持有人

为了避免 B 份额下折所带来的亏损，会通过买入 A 份额进行合并为母基金再以净值赎回，A 份额的市场价

格也会有所上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A 份额因分级基金下折所带来的期权价值。 

折算前 A 份额净值：B 份额净值=4:1，折算后 A 份额净值：B 份额净值=1:1，B 份额杠杆比率的恢复降

低，保障了 A 份额的约定收益率以及本金安全。 

此外，本文选取了证券 A（150171）、证券 B（150172），2015 年 8 月-10 月实际数据作为向下触点折

算作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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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5年 8月-10月证券 A、证券 B 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2015 年 7-8月 A 股市场的大幅下跌导致大量分级基金净值快速下跌，分级 B 由于自身带有的杠杆属性

净值更是大幅下降，在 B 份额价格不断下降的过程中，二级市场中 A 份额的价格却得到了上涨，这主要是

因为 B 份额持有人为避免 B 份额下折所带来的大幅亏损，在二级市场中按照配对转换比例买入 A 份额，再

按照配对转换比例合并为母基金，再以净值将母基金赎回，减少亏损。 

2、向上触点折算——B 份额投资活力再激活 

向上折算往往发生在牛市行情中，在杠杆作用下，B 类份额的净值增长快于母基金净值增长。如此一

来，B 类份额的资产占比便逐渐变大，使得其杠杆比率开始下降。向上折算过后可将 B 类份额的净值杠杆

重置为初始杠杆比率，从而激发其投资活力。 

触发条件一般为：母基金净值大于 1.5 元。 

目前市场向上折算方案主要为：A 份额、B 份额的份额数在折算前后保持不变，折算后母基金、A 份额、

B 份额的净值重置为 1.00 元，各类份额原净值超过 1.00 元的部分将折算成价值相等的母基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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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分级基金向上触点折算案例 

折算前 

  

折算后 

A 份额 A 份额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1 1 0.85 1
①
 1 0.85 

    

B 份额 B 份额 母基金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份额数 净值 价格 

1 2 2.15 1② 1 1.15 1③ 1 —— 

配对转换比例 1:1 

案例说明： 

折算前，A 份额净值为 1，B 份额净值为 2，母基金净值为 1*0.5+2*0.5=1.5，触发,上折条款。 

折算后，A、B 份额、母基金净值归 1，A 份额价格为 0.85，B 份额价格为 1.15，母基金价格为

0.5*1.15+0.5*0.85=1。 

①A 份额原总净值 1*1=1，折算后 A 份额净值归 1，份额数不变，仍为 1； 

②B 份额原总净值为 1*2=2；折算后 B 份额净值归 1，份额数不变，仍为 1； 

③母基金净值为 1，向上触点折算后返还 B 份额持有人（2-1）÷1=1 份母基金。 

A 份额持有人收益/亏损为 

（1*0.85-1*0.85）/（1*0.85）=0 

B 份额持有人收益/亏损为 

{[1*1.15+1*(0.5*0.85+0.5*1.15)]-（1*2.15）}/(1*2.15)=0 

经过上折，分级基金 A 份额：B 份额净值杠杆比率由 1:2，回复至 A 份额：B 份额=1:1，即初始杠杆比

率，杠杆比率上升至初始比率，B 份额投资活力等到激发。 

虽然在上表中在向上折算前后，无论是 A 份额还是 B 份额都没有收益或亏损，但是在实际投资中，在

向上折算后，B 份额杠杆比率上升至初始水平，而 B 份额持有人因为向上折算获得了母基金份额，为了进

一步获取 B 份额高杠杆所带来的价格快速上涨，B 份额持有人会将母基金份额进行拆分，保留 B 份额，在

二级市场上卖出 A 份额，从而使得 A 份额价格受到一定的冲击。  

另外本文依旧选取了证券 A（150171）、证券 B（150172），2014 年 10 月-12 月的实际数据作为向上触

点折算作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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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14年 10月-12月证券 A、证券 B 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2014 年 10-12 月牛市行情使得各类分级基金净值快速上涨，分级 B 又因为自身带有的杠杆属性净值也

是一路狂飙，在分级基金上折过后，因为 B 份额净值杠杆比率的上升，二级市场中 B 份额的价格也是大幅

向上，同时因为上折所返还给 B份额持有的母基金也因为投资者的拆分，市场中 A份额的供给量大幅增加，

再加上资本逐利效应，投资者将手中持有的 A 份额在二级市场中卖出，A 份额的二级市场价格在上折后有

小幅下跌。 

四、配对转换赋予分级基金套利机会 

分级基金套利模式主要分为溢价套利和折价套利两种，溢价套利是指在母基金溢价时，以净值申购母

基金，拆分成 A 份额与 B 份额，并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卖出；折价套利是指在母基金折价时，以二级市场

交易价格分别购买 A 份额与 B 份额，合并成母基金，并以净值赎回。 

（一）溢价套利 

在上文中提到，T 日申购母基金，T+1 日基金才能到账，T+2 日才能进行拆分。但部分券商支持新的操

作模式，即投资者于申购母基金后下一交易日（T+1 日）盘中（所申购的母基金确认之前）即可提交拆分

指令（盘后业务），待母基金份额确认后立即执行拆分操作。由于投资者在下达拆分指令时无法获得可用

份额数量，申报数量需根据申购金额以及申购时的净值自行计算，因而这种方式被投资者形象地称为“盲

拆”。 

溢价套利的一般操作流程如下： 

 申购：T 日收盘前，投资者以收盘净值申购母基金； 

 拆分：T+1 日（盲拆情况下）或 T+2 日（非盲拆情况下）收盘前，投资者下达拆分指令，将申购

获得的母基金份额拆分为两类子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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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出：T+2 日（盲拆情况下）或 T+3 日（非盲拆情况下）开盘后，投资者下达卖出指令，将拆分

所得的两类子份额卖出。 

因为分级基金的特殊性，需要指出的是在溢价套利过程中投资者将面临诸多风险，主要包括： 

1、溢价率风险 

由于子份额的价格和母基金净值每日都是变动的，因而每时每刻溢价率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溢价

套利的过程中，最终卖出时实际的溢价率和投资者在申购母基金时所在观测到的溢价率可能存在较大的差

异。卖出时的溢价率可能低于申购时的溢价率，甚至可能出现折价。 

2、净值波动风险 

在溢价套利过程中，申购日至卖出日期间，投资者持有基金组合，其风险收益特征与所跟踪的指数或

投资的资产挂钩，因而投资者将面临系统性风险。如果期间母基金净值的跌幅大于卖出时的溢价率，溢价

套利也不再可行。 

3、流动性风险 

极端情况下，溢价套利过程中，由于大量申购母基金继而拆分得到的子份额短时集中卖出，将导致市

场失去流动性，大量的卖单封住跌停板，酿成“踩踏”事件。踩踏事件将造成两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投

资者无法以理想的价格卖出，最终实现的收益率往往大幅缩水，另一方面，连续跌停造成了组合的资金占

用，大大增加了套利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套利的实际收益。 

（二）折价套利 

折价套利的一般操作流程如下： 

 买入：T 日收盘前，投资者以市场价格购买 A、B 份额； 

 合并：T 日收盘前，投资者下达合并指令，将购买获得的 A、B 份额合并为母基金； 

 赎回：T 日（上交所）或 T+1 日（深交所）收盘前，投资者下达赎回指令赎回母基金份额。 

与溢价套利相同，折价套利也存在着套利风险，包括净值波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 

1．净值波动风险 

对绝对收益型折价套利策略而言，从买入子份额到合并赎回期间，基金组合将承担系统性风险暴露，

因而面临净值波动的风险。 

在深交所平台上，T 日买入合并的份额于 T+1 日日终赎回，投资者需承担期间净值波动带来的风险。

在上交所平台上，T 日买入合并的份额 T 日日终即可赎回，投资者需承担的净值波动风险大大减小。 

2. 流动性风险 

在折价套利过程中，对于大额资金来说，要在合适的价格档位买入大额的 A、B 份额是相当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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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于某些流动性比较低的分级基金。因此如何在成交量相对偏小的分级基金市场成功买入足够的 A 份

额与 B 份额，并保持分级基金母基金的折价率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五、分级基金市场状况及投资机会分析 

目前沪深两市交易所共有 131 只上市型股票分级基金，分别从套利机会、分级 A、分级 B 三个维度进

行分析。 

（一）分级基金市场整体折溢价率较低，套利机会不明显 

目前 131 只分级基金中，只有易方达军工（502003.OF）因为近期 B 份额价格的大幅上涨，整体溢价

率达到了 9.57%，存在一定的套利机会，除此之外则是诺安中证创业成长（163209.OF）整体溢价率到了

2.6051%，市场整体折溢价率水平不高。  

图7：2016年7月 分级基金市场整体折溢价率状况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与之相对比的是，2015 年 6 月市场上共有 126 只上市被动指数型股票分级基金，大幅溢价（2%以上）、

大幅折价（-2%以下）的分级基金数明显高于目前市场状况，考虑到资金成本、流动性冲击以及时效性等

多方面问题，目前市场上并没有明显的套利机会。 

图8：2015年6月 分级基金市场目前整体折溢价率状况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在分级基金折溢价套利过程中，因为涉及到利用量化模型对市场上的分级基金进行监测，当发现折溢

价套利机会时就需要把握住机会进行套利，过去量化模型都将买入时间设置为整分，即每分钟的第 00 秒，

为减少冲击成本对分级基金折价套利所带来的影响，部分量化模型对下单时间进行了优化，将下单时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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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非整分，例如每分钟的第 18 秒，降低冲击成本；此外，因为分级基金合并、拆分的时间效应，如何

利用量化模型充分考虑外部影响因素所带来的套利风险，测算套利机会也是市场投资需要进一步优化的程

序；在目前分级基金套利机会并不显著的市场状况下，可将分级基金套利作为投资子策略，跟随市场变动

情况进行投资分析。 

（二）权益市场暂无趋势性机会，高杠杆分级 B份额谨慎参与 

因为权益市场的表现影响着母基金的净值走势，同时因为 A 份额为年化收益使得其净值变动较小，所

以 B 份额目前的市场状况即与权益市场拟合。在 A 股市场由 2800 点附近攀升至 3000 点附近，分级基金的

B 份额的二级市场价格也经历明显的涨幅，但因为 A 股市场目前仍未出现较大的趋势性机会，更多的为主

题性热点，对于分级 B 份额而言，涨幅较大、目前溢价水平较高的则为涉及创业板、新能源、消费、医药

等行业或主题的品种，鉴于 B 份额的杠杆性质以及权益市场的投资机会不确定性，对于风险偏好较低的投

资者而言目前仍需谨慎参与分级 B 份额投资；分于跟踪指数的分级基金而言，可对跟踪指数区间涨幅与分

级 B 区间涨幅进行比较，适当选择部分涨幅落后的分级 B 份额。 

（二）折价保护与收益率可观，分级 A 份额相对拥有投资价值 

1、收益率对比 

目前分级 A 份额当期约定收益率均在 4.5%以上，且部分固定约定收益率的 A 份额收益率水平设置为

6%或 7%，总体而言收益率水平较高，与之相对，目前一年期中短期票据收益率为 2.82%、 五年期 AAA 信

用债一年到期收益率为 3.26%，分级基金 A 份额拥有投资价值。 

2、折溢价状况 

在前期缺乏可投资资产的状况下，市场资金开始大量买入部分收益率较高的分级 A 品种，部分品种的

溢价率达到了 10%以上，但目前市场上 131 只分级 A 份额中，仍有 88 只分级 A 份额处于折价状态，若母基

金净值进一步上升，可以期待部分 A 份额二级市场价格上升，回到平价状态； 

3、分级 A 折价保护 

若出现权益市场大幅下跌、母基金净值下降的状况，因目前 A 份额已处于折价状态故其下调幅度会相

对较小且已有的约定收益率为其提供的部分安全垫；且在上文中向下触点折算条款部分介绍到，在母基金

净值大幅下降的过程中，因为杠杆性质导致 B份额的净值下跌速度更快，为了避免下折所带来的大幅亏损，

B 份额持有人会在二级市场中买入 A 份额，在一定程度上对 A 份额提供价格保护机制。 

4、分级 A 买入机制 

目前整体分级基金成交量较小，在各类 A 份额中，总成交量为 15.5 亿元，前 5 大分别为国防 A（1.86

亿）、券商 A（1.71 亿）、证券 A（1.50 亿）、医药 A（1.44 亿）、互联网 A（1.11 亿），且目前分级 A 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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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为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其对价格敏感性较高，若直接在二级市场中买入分级 A 需要支付相对较高

价格，减小折价保护； 

另一种持有分级 A 的方式，即首先申购母基金将其拆分，拆分完成后在二级市场中卖出 B 份额，保留

A 份额，但此种操作方式涉及到考虑母基金的折溢价率以及 B 份额二级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因此需要依

赖量化模型以及对权益市场的短期判断。 

总体来说，对投资分级基金 A 份额而言，目前需要甄选品种，选择部分折价率较高、收益率水平可观

的 A 份额进行持有，在买入方式上也需要在二级市场直接买入与母基金拆分后持有两种方式间进行选择优

化。 

六、关注分级基金政策风险 

由于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分级 B 份额的下折潮使得投资者遭受了巨大损失，很多投资者由于不了解下

折机制，在下折基准日买入分级 B，下折之后立刻亏了 30%以上，部分投资者去基金公司讨要说法。另一

方面，分级 A 的持有人下折后手里持有大量母基金，有大量赎回的需求，基金公司为了应对赎回，不得不

在市场上抛售股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的下跌，考虑到分级基金产品的复杂性及对市场的影响，

证监会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宣布暂停分级基金的审批，目前仍在暂停状态。 

分级基金作为一度份额超过 3000 亿份，规模达到 5000 亿元级别的投资品种，显示了其自身的市场需

求和生命力。但在目前监管机构推行资本市场降杠杆的管理要求下，特别是最新八条底线的出台，高杠杆

的资本市场产品成为严加控制的品种，未来分级基金审批流程的发开与新增都带有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面对可能出现的分级基金市场规模萎缩状况，监管层需要更多是完善分级基金的市场机制，保证其健康稳

定的发展。 

除了监管层面，基金公司在设计分级基金时也应加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当前的分级基金同质化程度较

高。创新主要体现在标的指数的选取，既然分级基金是给投资者提供工具的，那么投资者需要什么，基金

公司就应该提供什么。分级基金从 A 股市场指数发展到行业指数和主题指数，下一步可能就是全球海外市

场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金融创新需求不断前进的过程中，无论是监管层，还是产品提供方，或者是分级

基金投资者，都会在市场不断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中，深入探讨与理解分级基金的特性，探索出分级基金最

为合适的管理、发行与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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