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报告 
 

 

关于构建交易所基金平台的建议 

 

 

 
 

 

 

 

 

 

孙岩 李丹 

 

资本市场研究所 

 

 

上证研报【2017】031 号 



-1 - 

目 录 

一、近期境内外市场基金平台发展情况 ................................................... 1 

（一）深度融合金融科技的台湾智能基金平台 ................................. 1 

（二）拥有丰富基金产品的卢森堡基金广场 ..................................... 3 

（三）泛欧交易所推出全新的泛欧基金服务 ..................................... 3 

（四）方兴未艾的国内基金销售平台 ................................................. 4 

二、构建交易所基金平台的重要意义 ....................................................... 6 

（一）构建基金平台有助于交易所发挥市场中枢作用，促进财富管

理市场发展 ............................................................................................. 7 

（二）交易所基金平台能够打通场内外市场，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

 .................................................................................................................. 7 

（三）基金平台可以丰富交易所产品结构，提升交易所市场粘性. 8 

三、交易所建立基金平台的优势 ............................................................... 8 

（一）品牌和平台优势 ......................................................................... 9 

（二）成本效率优势 ............................................................................. 9 

（三）流动性优势 ............................................................................... 10 

四、交易所构建基金平台的初步方案 ..................................................... 10 

（一）以上证信息网络公司为运营主体，探索与互联网金融公司进

行合作的商业模式 ............................................................................... 11 

（二）支持多样化的交易模式、多种结算和交收方式 ................... 11 



-2 - 

（三）多种产品的聚集以及多元化的增值服务 ............................... 12 

（四）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以及分等级的投资者管理和服务体系 ... 12 

（五）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 ... 12 

 



-1- 

关于构建交易所基金平台的建议① 

为了解决基金投资者交易成本高、赎回周期长、在不同基金公司

之间转换不方便以及面对大量基金选择困难等问题，美国嘉信投资管

理公司首创了“基金超市”这一概念，在 1992 年推出了“共同基金全一

账户”（One Source），改变了投资者买卖基金的方法。投资者借助该

平台可以自由的交易、转换不同公司的基金，交易费和转换费都为 0。

1996 年，嘉信又引入了互联网技术，开创了将电子商务与传统零售

业务相结合的增值新模式，成为了全美最大的网上理财交易商。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将电子商务与

传统“基金超市”相结合，深度融合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技

术建立网上基金平台，推出组合管理、智能投顾、分级服务等多种增

值服务，从获取交易费转变为通过管理客户资产获取收益，实现与投

资者的双赢，成为了基金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本报告主要论述了近期

境内外市场基金平台的发展现状，分析了交易所构建基金平台的重要

性和优势，并对未来构建交易所基金平台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一、近期境内外市场基金平台发展情况 

（一）深度融合金融科技的台湾智能基金平台 

在全球金融科技（FinTech）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2016 年 1 月，

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及柜台买卖中心作为创始股东，引入 34 家资产

管理公司作为股东，建立“智能基金平台”基富通。该平台在传统基

                                                             
① 本文仅代表研究人员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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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超市的模式上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并引进 AI 人工智

能，以去中间化、透明化为目标，从投资者的需求出发，提供交易便

利、成本合理、一站式的基金销售及投顾服务。投资者通过该平台不

仅可以获取研究报告、产品特性等丰富的基金产品信息；而且最重要

的是未来还能借助机器人理财（Robot Advisor）进行自上而下（Top 

Down）和自下而上（Bottom Up）的基金产品筛选，从而获得符合自

身风险偏好和预期收益回报的资产管理方案。 

从 2016 年 10 月份正式开通以来，基富通在台湾市场获得了投资

者的高度认可。交易平台正式上线后，首日下单笔数即超过 500 笔，

累积至今申购金额已经突破新台币 13 亿元，定期定额合约数超过 1

万笔，基金规模达新台币 17 亿元。目前，台湾市场上在售的基金产

品几乎在基富通都能够买到，产品涵盖率高达 95%。其余没有签约的

5%，多是金控集团内部销售。截至 2017 年初，基富通平台的客户已

超过 2 万户，月均开户数达到 1538 户。 

基富通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具有的半官方色彩。一方面，基富

通政府主导建立的交易平台，比较容易被一般民众接受和信任；另一

方面，平台通过官方的力量来主导，有利于整合各方意见，获得台湾

资产管理业的鼎立支持。此外，基富通在网络销售基金中将金融科技

创新理念导入服务流程的尝试也获得了市场和机构的高度认可。在实

际操作中，平台将产品端的基金公司与购买端的投资人，透过创新科

技的基金网络平台将两者结合起来，达到市场共赢的效果。基富通的

营运以开放平台为架构，符合金融科技创新及市场通路多元化服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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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结合机器人理财等智能服务与大数据营销，并结合社群分享让投

资者的理财更加融入生活，真正符合未来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创新经营

方式。 

（二）拥有丰富基金产品的卢森堡基金广场 

卢森堡是全球最负盛名的金融中心之一，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

二大基金和信托中心。长期以来，卢森堡交易所一直致力于基金市场

的发展。据 WFE 的统计，截至 2016 年底，卢森堡交易所上市的投资

基金数量达 5850 只，是全球拥有投资基金数量最多的交易所。 

2013 年 6 月，卢森堡交易所在整合交易所子公司 Finesti 的基础

上，引入 SWIFT 及 Altus 等战略合作伙伴，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基金

广场（Fundsquare），并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始提供基金平台服务。

基金广场旨在建立一体化的基金产品市场，主要为基金发行人和投资

者提供高效便利的基金跨境销售、注册、信息发布、订单买卖等服务。

自成立以来，基金广场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共有超过 7900 只基金

在基金广场挂牌交易。该平台在 2016 年全年运营顺利，营业收入实

现了 22%的增长。 

（三）泛欧交易所推出全新的泛欧基金服务 

泛欧交易所集团（Euronext Group）是一个泛欧洲的融资中心，

成功整合了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里斯本等五大交易

市场，在欧洲的资本和金融市场起着关键的作用。 

泛欧交易所早在 2007 年就首次推出荷兰基金服务项目。该项服

务旨在给全球的基金经理带来其管理资产分配到欧洲各地市场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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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其服务适用广泛，主要包括证券集成投资基金（UCITS）、另类

投资基金、交易所交易型基金等。通过泛欧交易所的基金服务，基金

管理人可以拓展分销渠道、简化销售流程、提高基金知名度以及扩展

投资群体。 

2017 年 5 月，泛欧交易所在巴黎推出了新的基金服务（Euronext 

Fund Service）以及在巴黎注册或持有护照的开放式基金（UCITS 和

AIF）投资的补充方案。该项基金平台服务为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

者提供了简化的、自动化的、具有成本效益的订阅以及产品申购赎回

服务。初始在该平台提供产品的机构包括安盛（AXA IM）、ECOFI 

INVESTISSEMENTS、NATIXIS AM、OFIAM 基金以及德国商业银

行（COMMERZBANK）等机构 

泛欧交易所高流动性市场确保了其优良的市场深度和低利差，提

高了交易量和交易质量。泛欧交易所的市场参与者来自欧洲各地，提

供了良好的投资者基础。泛欧交易所的基金服务建立在新兴的金融科

技之上，专为满足行业内专业人员寻求更为简便、直接的获得资金的

需求。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这将提高基金的知名度，并有利于其

进入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市场。而投资者则能够通过他们的经纪商进行

一系列国际开放式基金订购。 

（四）方兴未艾的国内基金销售平台 

2013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基金市场开启了

“互联网+基金”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纷纷加强

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设基金销售店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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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用户销售基金。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

在淘宝网、京东商城、百度以及数字王府井等专业电子商务平台有近

50 家基金销售机构累计上线超过 1500 只基金产品。另一方面，为了

拓宽基金销售渠道、创新基金销售服务模式，监管层开始放宽基金销

售资格的审批要求。随着基金独立销售牌照的接连下发，国内基金市

场涌现出了诸如天天基金网、数米基金网、好买基金网、众禄等专业

型第三方基金销售平台。据证监会公布的信息显示，除了银行、保险、

券商、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外，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以及独立第三方机

构取得基金销售资格的已超过 100 家。在实践中，第三方机构所建立

的基金平台通常具有产品齐全、操作便利、增值服务多以及费率优惠

等特点。平台主要以采用“产品超市”的发展模式，提供的服务包括

基金交易、基金超市、代销基金、研报资讯、帮助手册、基金投资者

教育等。总体来看，依托互联网所建立的各类基金销售平台极大拓展

了基金产品的销售渠道，改变了国内长期以来以银行为主的销售模式。 

尽管国内基金销售平台的发展十分迅速，但是纵观已有的互联网

基金平台，其同质化非常严重，本质上并未改变传统的“货架式”销

售模式，也没立足为投资者提供精准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并且，众

多平台着重凸显的是互联网高效、便捷的渠道特征，而互联网的速度

和信息的广度并不能提升基金投资决策的效果，相反会造成更多的困

扰。2017 年以来，国内机构不约而同地把金融科技作为突破口，在

将自身数据与基金产品结合的基础上，逐渐把基金销售平台开始向开

放、定制化和智能化的 4.0 模式发展。未来的基金销售平台要从基金

http://money.163.com/baike/taobao/
http://money.163.com/baike/jingdong/
http://quotes.money.163.com/usstock/hq/BIDU.html
http://quotes.money.163.com/06008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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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互联网双向展开，在深入挖掘用户数据的基础上，提供个性化

定制产品。基金平台既能帮助公司识别投资者特征，精准推送相关金

融产品和服务；又能协助公司根据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进行金融产

品的设计和研发。 

目前，阿里巴巴、京东等互联网巨头已经纷纷加入发展新型基金

平台的行列当中。2017 年 4 月，“京东行家”正式上线，是京东金融推

出的基金公司自运营平台。该平台是京东在手机客户端开辟的一个专

门针对基金公司的专题页面。投资者在页面上可以查看基金产品详情、

在线申购赎回产品。京东金融在后台向入驻的基金公司提供管理系统，

提供精准的投资者标签，建立用户画像，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机器

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服务。京东行家依托京东金融大数据分析

能力，基金公司给予这些数据可以进行产品定制、基金组合以及智能

投资工具等开发，把产品推荐给适当用户，帮助基金公司为更多用户

提供不同梯度、个性化及适当性服务。2017 年 3 月份，蚂蚁金服也

宣布将于 6 月份推出一个类似的自运营平台“财富号”。与京东行家类

似，该平台在前端增强了基金公司及基金经理与用户的互动，包括产

品推荐、基金经理直播互动、产品与企业动态、问答社区等内容；在

后端则为金融机构提供用户触达、数据、营销等一系列能力支持。 

二、构建交易所基金平台的重要意义 

交易所在整个基金市场的生态环境中起着中枢的作用，在创新、

发展、监管、交易、销售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为了更好地推

动我国基金市场发展，交易所应该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经验，建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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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信息发布、产品交易转让、推广销售以及投资决策为一体的平台，

逐步实现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各类服务的综合性财富管理平台。 

（一）构建基金平台有助于交易所发挥市场中枢作用，促进财富

管理市场发展 

交易所是证券交易的重要组织者，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经验，交易所的基金平台建立可以整合

原有上证基金通、大宗交易系统和信息公司商业网站等资源，充分发

挥交易所在基金市场的中枢作用。交易所原有的上证基金通仅仅是交

易所基金平台的 1.0 版本，其主要是实现基金的交易功能，帮助投资

者在场内高效、便捷地进行不同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和赎回。而

未来新的交易所基金平台则要实现产品创新、销售、交易、咨询、监

管等多种功能，不仅要通过多样化的产品创新和金融科技创新为投资

者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财富管理平台，帮助其做好资产配置、解决投资

中的问题；还要通过多种功能的整合为金融机构提供一个产品发布、

推广、宣传和销售的综合性服务和监管平台。基金平台的建立将实现

投资者、金融机构、交易所的共赢，促进国内财富管理行业格局的改

变。 

（二）交易所基金平台能够打通场内外市场，有效降低系统性风

险 

交易所基金平台挂牌的品种除了开放式基金产品外，还可以包括

券商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保险产品、私募基金产品等多种金融产品。

在未来金融市场持续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交易所基金平台将场内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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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管理市场进行整合，尤其将大量场外的产品纳入场内交易和监管，

由交易所提供组织交易、资金支付及风险控制服务。这将有助于加强

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控制整体杠杆水平，有效的降低系统性风

险，从而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基金平台可以丰富交易所产品结构，提升交易所市场粘性 

交易所目前以股票和债券为主的产品供给结构，难以满足投资者

风险偏好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交易所基金平台的建立不仅可以丰

富交易所的现有产品结构，吸引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入场；还可以

改善市场投资者结构，改善市场估值逻辑，提升交易所市场融资能力

和资本配置效率。一方面，基金平台能够对股市、债市和衍生品市场

形成良性补充和联动，有利于增加交易所市场的粘性和综合服务能力；

另一方面，基金平台的发展可以增强交易财富管理服务的功能，实现

“去中介、提效率、降成本”的基本目标，有助于吸引新增投资者和

资金，为交易所市场引入活水和新鲜血液。 

三、交易所建立基金平台的优势 

作为资本市场的组织者，交易所以产品为依托构建的平台将不断

延伸和拓展，承载的功能也在不断丰富。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金

融中介的产品创新需求、管理层的监管需求等均要在交易所平台上汇

集。尤其是随着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交易所需

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其在基金市场中的作用，通过搭建一体化的基金平

台为基金产品创新与财富管理市场发展提供便捷、高效、安全功能的

系统平台，努力实现包括基金公司、投资者、行业、监管层等市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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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方共赢的局面。总体来看，交易所构建基金平台主要有以下几点

优势： 

（一）品牌和平台优势 

与台湾基富通平台类似，交易所搭建基金平台同样可以借助“官

方”背景，利用自身在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和主导作用，迅速获得投资

者的认可和各类金融机构的支持。交易所在我国特殊市场背景下所拥

有的资源禀赋和品牌影响力是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基于上证基金通

平台和已有的网络资源，投资者利用交易所基金平台可以便捷、高效、

安全地购买包括基金在内的金融产品。此外，交易所平台为基金产品

创新创造了条件。例如，融资融券和股票期权产品推出后，在交易所

平台交易的基金可能成为融券标的和期权对冲风险标的，从而为基金

产品创新方面提供更多的空间 

（二）成本效率优势 

对于投资人来说，交易所基金平台具有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目

前，各类基金产品的申购费率普遍在 0.6%左右。很多第三方销售机

构面对盈利的压力，很难将申购费率继续降低。而对于交易来说，由

于几大市场一体化运营，依靠基金平台盈利的压力相对较小。为了提

高平台的影响力，交易所完全可以将费率设置为 0，从而提高对投资

者买卖产品的吸引力。并且为了吸引金融机构入驻平台，交易所初期

也可以大幅降低尾随佣金和交易费用，提高机构供给产品的积极性。

而对于监管层来说，在交易所交易的各类产品，其信息披露更加透明，

监管成本降低，监管效率提升。因此，交易所基金平台的成本效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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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非常明显。  

（三）流动性优势 

交易所拥有强大的交易系统和快捷的清算结算体系。通过交易所

平台，各类产品不仅可以实时地显示成交情况，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

交易信息；而且庞大的投资者群体也是活跃产品交易的重要保证。作

为一体化的场内交易平台，交易所基金平台的流动性无疑要高于各类

场外市场。因此，与其他类型的平台相比，交易所基金平台的流动性

优势十分具有竞争力。 

表 不同基金平台情况比较 

基金平台类型 目标客户 依托渠道 平台功能 成本效率 交易效率 

银行 储户 销售网点 销售 高，收取申

赎费用和尾

随佣金 

低，开户和

买卖不方便 

券商 股民 销售网点 销售 高，收取申

赎费用和尾

随佣金 

低，开户买

卖交易不方

便 

基金公司直销 自有客户 依托电子商

务平台和已

有网点 

销售和交易 中，收取申

赎费用 

中 

第三方机构 网民 网站及客户

端 

销售、交易、

咨询、信息披

露等 

低，申赎费

率低，收取

一定尾随佣

金 

高，开户和

买卖便捷 

交易所平台 所有类型

投资者 

券商会员终

端 

销售、交易、

信息发布、监

管以及各类

增值服务 

低，申赎费

率最低，收

取少量取尾

佣金 

高，开户和

买卖便捷，

交易速度

快。 

四、交易所构建基金平台的初步方案 

交易所基金平台是在整合上证基金通、大宗交易系统和上证信息

公司商业网站等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与股票、债券、衍生品等产

品结构互补的、支持多种交易方式，市场服务、监管功能齐全的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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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多种信息的集散，多种产品的聚集、多种交易

制度的引进、多种结算和交收方式的实现、多类合格投资者的管理，

以及上下游业务链条的延伸，逐步打造立体、全方位的交易所财富管

理平台。 

（一）以上证信息网络公司为运营主体，探索与互联网金融公司

进行合作的商业模式 

在原有上证基金通平台建设的基础上，上证信息网络公司可以是

基金平台的主要运营主体。在商业模式上，交易所基金平台可以引入

券商会员、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作为合作伙伴，并探索加

强与互联网金融公司展开合作：一是互联网公司可以提供先进的技术

以及现有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从而增强平台的影响力和对投资者的吸

引力；二是互联网公司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体，使得未来的基金平台拥

有了丰富和多元化的目标群体。 

（二）支持多样化的交易模式、多种结算和交收方式 

在交易模式上，除目前订单驱动外，增加报价式驱动方式，并在

适当模块增加交易洽谈、协议成交等功能。对于基金产品，增加预约、

基金转换等特殊模式，并尝试引入做市商模式，提高产品的流动性。 

在结算和交收方式上，除了目前现有的中证登外，增加中债登及

其他独立第三方登记结算机构为后台；除现有担保交收外，支持其他

各种非担保交收方式，并给参与人选择的权利；在现金结算方式上，

在传统银行为主要渠道的基础上，可以尝试引入互联网支付平台，为

投资者的交易提供更为便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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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种产品的聚集以及多元化的增值服务 

考虑平台的兼容性和多样性，交易基金平台的挂牌品种可以丰富

多元，可以包括开放式基金、券商理财产品、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

产品以及其他个性化产品等，从而为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提供丰富的选

择。除了产品外，交易平台的服务链条要向整个行业的上下游延伸，

全方位提供挂牌辅导、产品审核、交易意向发布、交易洽谈、交易、

登记结算、交收、数据服务、信息披露、产品销售等各种服务。并且，

依托交易平台，交易所可以嵌入相应的监管功能，对所有产品的杠杆

水平、资金流向、投资者行为等进行监控，从而更好的履行一线监管

职责。 

（四）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以及分等级的投资者管理和服务体系 

交易所基金平台未来的参与者囊括了结算机构、券商、基金公司、

银行、保险公司、信托、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各类机构。对于投资者来

说，基金平台要建立分等级的投资者管理和服务体系。根据投资者的

风险偏好和资金实力，将投资者划分为基础客户、富裕基础客户、高

净值客户和超高净值客户。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不同的准入门槛和监管

标准，提供不同的服务等级和服务体系。 

（五）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 

金融科技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应用已经初见端倪，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可能会深刻的改变市场运行的环境和投资

者行为与结构特征。因此，在依托现有技术系统的基础上，交易所基

金平台的各项功能可以与金融科技全面融合，运用数字化、场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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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化等创新技术手段直面投资者，为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量体裁

衣，提供精准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比如，未来的交易所基金平台可

以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提供服务咨询。

对于大部分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交易平台可以为客户提供定制组合的

智能投顾服务，从而提高投资者资产配置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交易

所将金融科技纳入平台监测监控体系，做好风险应对与处置预案，确

保金融科技的发展不会影响到市场的稳定运行。 

基金平台总体设计如下图所示： 

图 1 交易所基金平台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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