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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业务外包服务放开 金融 IT再迎利好 
  
事件：11 月 24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业务外包服务指引

（试行）》，并将于 2015 年 2 月 1 日正式实施。 

 

点评： 

 基金非核心业务外包放开，利于降低基金运营成本。《指引》表示，基

金业务外包服务机构可以为基金管理人提供销售、销售支付、份额登

记、估值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业务服务，这意味着不涉及投资决策

的非核心业务可以交给外包服务机构运营。投研、后台和销售是基金

公司的三大成本支出，如果后台和销售业务外包，将大大节约其运营

成本，专注投研环节，进一步打造专业、高效的资产管理服务产业链。 

 

 在基金行业具备卡位优势的金融 IT 公司，将受益于基金非核心业务外

包。计算机上市公司中，有很多专业为基金公司提供信息系统、或者

把握 C 端流量入口的金融 IT 公司，对基金的业务流程非常了解，有望

在基金非核心业务外包过程中转变模式，为其提供专业的第三方外包

服务，增加新的盈利增长点。 

 

 金融创新不断，金融 IT 公司持续受益。近年来，金融创新不断，这些

对金融 IT 公司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同时，也带来了机会，新业务的开展

需要集中扩容、扩展新功能或者建设新系统，因此金融 IT 系统建设景

气度较高。此外，互联网金融也对行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融

IT 公司凭借其技术优势和行业理解，积极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我们

看好金融 IT 公司的互联网布局。 

 

 投资建议：对于金融 IT 公司来说，基金业务外包服务放开有利于其转

变业务模式，增加盈利增长点，我们建议关注在基金行业具有卡位优

势的恒生电子（信息系统、基金销售）、金证股份（信息系统）、赢时

胜（估值核算）、同花顺（基金销售）、东方财富（基金销售）。 

 

 风险提示：基金业务外包服务放开低于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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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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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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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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