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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 
 

第一節  中國基金市場發展之探討 
－個案公司總體環境說明 

 
一、中國總體經濟發展說明 

2003年是中國經濟發展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人民平均所得首次

突破了1,000美元，這代表著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經濟成長將進入一個重要里程碑。 

 
依照中國國家統計局2004年2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報告顯示，2003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人民幣11.67兆元，比前一

年度成長9.1%，是1997年以來成長最快的年度。按照現行匯率計

算，2003年中國GDP總值相當於1.4兆美元，人民平均所得達到1,090

美元。上海統計局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陸最富裕的城市是廣州，

2003年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達人民幣15,003元，遠高於全國平均的
人民幣8,472元。 

 

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2003年底外匯儲備達到4,033億美元，

比2002年底增加1,168億美元，人民幣匯率仍採緊盯美元政策保持

穩定。 

 

全年進出口總額達8,512億美元，比前一年度成長37.1%，其中

出口額4,384億美元，成長34.6%，進口額4,128億美元，成長39.9%，

順差256億美元。 

 
外商直接投資保持成長，全年批准設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

41,081個，比前一年度成長20.2%，合約金額1,151億美元，成長

39.0%，實際投資金額535億美元，成長1.4%。 

 

2003年底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為人民幣22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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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度成長20.2%。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與外幣各項貸款餘額為

人民幣16.97兆，成長21.4%。 

 

證券市場穩定發展，全年證券市場通過發行、配售股票共籌集

資金人民幣1,358億元，比前一年度增加396億元。其中，發行Ａ股

（包括增發及可轉債）97個，配股24個，籌集資金人民幣820億元，

增加40億元；發行B股、H股共24只，籌集資金人民幣537億元，增

加355億元。2003年底中國境內上市公司（包含A股與B股市場）數

量由2002年底的1,224家增加到2003年底的1,287家，市價總值人民

幣4.25兆元，比前一年底成長11%。 

 

2003年底中國總人口為12.92億人，全國就業人口7.4億人，比

前一年度增加692萬人。 

 

汽車工業成長快速，全年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增加產值比前一

年成長22.0%，汽車產量444萬量，成長36.7%，其中轎車產量202萬

輛，成長85%。 

 

2003年旅遊業受SARS疫情影響，入境人數9166萬人次，比前一

年度下降6.4%，其中香港、澳門和臺灣合計為8,026萬人次，下降

5.0%。國際旅遊外匯收入174億美元，下降14.6%。全年國內出境人

數達2,022萬人次，成長21.8%。其中因私出境1,481萬人次，增長

47.2%，占出境人數的73.2%。國內旅遊人數達8.7億人次，下降

0.9%；旅遊總收入人民幣3,442億元，下降11.2%。 

 

教育事業保持較快發展，全國研究生教育招生26.9萬人，在學

研究生65.1萬人，畢業生11.1萬人。全國普通高等教育招生382.2

萬人，在校生1,108.6萬人，畢業生187.8萬人。 
 

二、中國大陸崛起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崛起，憑著廉價且優秀的勞工、低成本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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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對全球製造業造成衝擊，但各國業者也紛紛在中國建立生產

基地，同時由於長期經濟快速成長，中國內需市場也日趨龐大，隨

著進入WTO各項商品逐漸開放進口，各國廠商也受惠大陸龐大的內

部需求。 

 

三、中國對資本市場之政策方向 
對資本市場主要政策方向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目標，積極推

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 

 

中國國務院於2004年發佈關於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

發展的政策，為積極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繼續大力

發展證券投資基金為目標之一。支援保險資金以多種方式直接投資

資本市場。要培養一批誠信、守法、專業的機構投資者，使基金管

理公司和保險公司為主的機構投資者成為資本市場的主導力量。 

 

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是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對中國實現本世紀

頭二十年國民經濟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一）有利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大程度地發揮資本

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將社會資金有效的轉化成長期

投資。 

（二）有利於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和戰略性改組，加快非國有經

濟發展。 

（三）有利於提高直接融資比例，完善金融市場結構，提高金融

市場效率，維護金融安全。 

 

四、中國基金業發展由封閉式到開放式基金 
基金公司成立前4年，募集的均為封閉式基金，在2001年以前

封閉式基金募集均為超額認購，最高時認購數為基金上限的33倍。

當時基金公司對於各項資訊系統投資金額均很少，且市場上只有少

數軟體公司參與基金系統開發，且有壟斷的情形，每家基金公司使

用的主要軟體幾乎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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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第一個開放式基金首次發行，是中國基金業發展的

一個重要分水嶺。第一個開放式基金是個案公司的創新基金，於

2001年9月11日發行，首個基金極受市場歡迎，並掀起認購熱潮，

部份民眾於發行日前一天即漏夜排隊，此基金於當日即成功募集額

滿。 

 

第一個開放式基金發行後，對中國基金市場起了關鍵性的影

響，以往封閉式基金發行為主的基金市場轉換為以開放式基金為主

的市場，朝向與國際基金業發展一致的方向。以往超額認購封閉式

基金，將基金當成股票來投資的觀念消失，投資人開始對基金有了

正確的認知。 

 
在基金行銷方面，在第一個開放式基金募集前，基金業受到政

策上相當程度的照顧，例如早期新股發行時基金有優先認股的優

惠，管理費高達2.5%等。每一個封閉式基金募集時均有大額的超額

認購，基金公司只要取得發行基金的核可，不需要太多行銷，即可

銷售一空，在首個開放式基金順利於一日之內募集額滿後，後續的

基金募集愈來愈艱辛，基金公司開始注重行銷企劃與產品設計。 

 

五、基金市場規模發展 
2002年上半年，包括封閉式與開放式在內的基金總規模首次超

過了1,000億份，2003年9月，開放式基金首次募集總規模突破1,000

億份。以2004年初中國管理資產規模最大的南方基金公司為例，

1998年3月成立時管理1個基金，規模為人民幣20億元，到2004年3

月時管理8個基金(4個封閉式基金，4個開放式基金)，規模為人民

幣320億元，6年間成長了16倍。 

 

2003年是中國基金業發展輝煌的一年，基金的總數從2002年底

的71個增加到了110個，規模達到了1,774億份，其中開放式基金規

模為957億份，封閉式基金規模為817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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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全年共有39個開放式基金發行，首次發行規模達到人民

幣678億元，遠超過2001年3個開放式基金首次發行規模117億元，

2002年14個開放式基金首次發行規模448億元。 

 
2003年9月底基金管理資產總規模為人民幣1,500億元，到2004

年3月底基金管理資產總規模已達到人民幣2,400億元，股票基金的

規模有人民幣1,800億，占上海與深圳交易所流通市值的11%，基金

規模快速成長，基金已成為市場主導力量，對於投資者的影響也愈

來愈大。 

同時，基金投資者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2004年新成立的海

富通收益增長基金，募集金額達到人民幣130億元，投資人數超過

20萬人，個人投資者開戶數和投資比例超過了機構投資者，此趨勢

與國際基金市場以個人投資者為主的發展一致，此現象是未來基金

公司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保險公司是基金最大投資者，到2003年10月底，保險公司投資

基金的資金總額達到人民幣449億元，較2002年底的人民幣308億元

增加了46%。 

 

統計資料顯示，基金在A股的交易量占股票市場總交易量的比

例在1998年僅為0.44%，1999年上升到1.55%，2002年進一步上升到

3.26%，2003年上半年已經達到5.08%。 

 

從1997年11月「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規定」正式公佈，到2003

年10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證券投資基金

法」，並將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過去6年多來基金業一直處於

快速發展階段。 

 

隨著基金管理資產規模大幅成長，目前已成為中國證券市場最

重要的機構投資者之一，其投資理念，對證券市場的走勢，及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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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結構化和制度化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基金倡導的價值投資

理念開始得到市場廣泛認同。 

 

基金是中國A股市場最大的機構投資者，其股票投資市值占市

場股票流通市值的比例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基金的市場重要性與

日俱增。 
 

基金客戶中機構法人投資所佔比例較高，散戶持有的比例仍然

較低，中國基金業近年來雖然有很大的進步，但仍有很大的潛力與

廣闊的發展空間，未來將為基金業快速發展時期。 

 

六、基金產品發展現況 
產品發展速度加快，近兩年內開放式基金各種新產品陸續推

出，基金類型也從2001年的股票型基金，發展出債券基金、貨幣市

場基金、平衡基金、保本基金、指數基金、傘形基金等。 

 

目前基金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型基金以投資中國上海與深圳交

易所的股票市場為主。基金每單位的面值為人民幣1元，主要透過

銀行銷售。基金成立的條件為基金淨銷售金額超過人民弊2億元，

且認購戶數達到100戶，開放式基金募集規模沒有上限。 

 

投資人對於投資需求愈趨多元化，各基金公司在競爭激烈的情

況下，也積極發行各種基金產品，朝產品多元化的趨勢發展。 

 
基金投資是中國目前安全度較高，收益又不低的投資工具。從

目前的投資工具分析，股票投資風險性較高，債券與銀行存款的收

益率較低，在收益與風險的考量下，基金具有相對的優勢。 

 

七、外資在過去的努力 
2000年8月，個案公司與富林明資產管理公司簽訂第一個中外

全面技術合作協議。2001年7月，JP摩根富林明與個案公司簽署了



52 

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備忘錄，並期望拿下中國第一個合資基金管

理公司的執照，但此合資計劃最後未能成功。 

同時期首批提供技術合作之其他外資基金公司如HSBC、ABN 

AMRO、Invesco, Schroders與原有合作伙伴，也均因經營理念等因

素，無法繼續合作設立合資基金公司，外資不得不另起爐灶，重新

開始。在此期間，參與技術合作的中國基金公司學習了寶貴的基金

經營管理經驗。 

 
八、WTO之衝擊與影響 

中國進入WTO後，允許國外資產管理公司進入中國成立合資基

金管理公司，其中規範了外資最初投資上限為33%股份，加入WTO

後三年內，該比例不超過49%。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外股東，應

當具備條件之一為實收資本不少於三億元人民幣的等值自由兌換

貨幣。「外資參股基金管理公司設立規則」，由2002年7月1日起施

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的投資者投資中國基

金管理公司，也比照適用此規則。目前許多國際資產管理公司都對

中國的基金市場表示出濃厚的興趣，爭相進入中國市場，基金業發

展將日趨蓬勃。 

 

九、QFII業務發展說明 
QFII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指合格

境外機構投資者，在2003年8月第一家QFII在博時基金管理公司開

立了基金帳戶，並正式下單認購了公開發行中的博時裕富指數開放

式基金，這是QFII首度申購中國開放式基金。 

 
十、QDII業務發展說明 

QDII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指合

格的境內機構投資者，主要是允許國內投資者在海外資本市場進行

投資的政策。2003年3月中國資本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踏出投資

國外股市的第一步。中國國務院已批准社保基金投資港股，投資規

模達到人民幣40億到50億，占社保基金1330億元資產總額的3%，成



53 

為首家合格的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社保基金的海外市場投資計

劃，成為證監會開放QDII的試點，不久的未來可望開放基金投資國

外市場。 

 
十一、設立新基金公司各項業務重點研究 

在中國設立新基金公司時的業務重點為建立銷售通路、基金行

銷與企劃、客戶服務、基金核算、註冊登記、風險控管、完成電腦

設備採購、完成各項資訊系統測試與安裝、完成各部門作業守則，

同時必須取得證監會的設立核准，整個設立過程歷時約需一年。 

 
十二、證監會積極推動產業發展 

由於共同基金所管理的是許多投資人累積出的龐大資產，在

「保障投資人權益」的最大前提下，各國證券主管機關都會制定許

多共同基金應遵守的法規。 

 
中國證監會推動市場發展態度積極，努力學習國外管理制度，

參考香港、台灣與歐美的經驗，邀請香港證監會前主席梁定邦擔任

中國證監會顧問，聘請了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擔任中國證監

會副主席，積極導入國際管理制度，史美倫女士是首位中國從海外

聘請的副部級官員，在香港證監會主要負責上市公司監管，在任職

十年間一直倡導市場監管的”四公”原則，即公平、公正、公開、

公信，其表示今後在中國證監會仍會堅持推動此一理念。 
 

中國證監會對基金行業非常扶持，例如在1998年發行的基金每

年經理費為2.5%，遠遠超過國際上基金的一般收費水準，直到2000

年才在基金公司之競爭與投資人反映下，往下調整為與國際基金市

場相同之水準的1.5%。 

 
在2000年，開放式基金為中國基金業的新挑戰，有6家基金公

司有意申請募集開放式基金，經國外基金專家和中國證監會評審，

2001年3月26日，中國證監會宣布，個案基金公司為中國首家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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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基金試點單位，從此基金業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 
 

證監會積極推動此產業，並建立基金公司申請設立之標準，放

寬基金公司設立，近年來基金公司家數快速成長。證監會對於基金

公司股東有之1控股與1參股原則，即基金公司股東可以是1家基金

公司的主要控股股東，同時為另外一家基金公司的參股股東。 

 

證監會陸續制定各項法規，在第一家基金公司於1998年設立5

年後，於2003年10月28日通過「證券投資基金法」，將自2004年6

月1日起施行，此法令之公布，也是證券監管方面一大進展。 
 
十三、中國基金市場研究 
（一）基金公司銷售通路 
個人散戶來自代銷銀行與券商，一般投資人主要來自代銷銀

行，大部份不具備證券投資經驗，代銷銀行對於本身擔任保管機構

的基金才會積極銷售。來自代銷券商的客戶占總管理資產的比例約

10%，此部分投資人一般具有一定的證券投資經驗。券商代銷基金
並不積極，因與其股票客戶有相互重疊之故。 

 

目前最重要的代銷銀行為工商、農民、中國、建設、交通、招

商、光大七家大銀行外，還有浦發、深發展、中信實業、福建興業、

民生銀行。基金公司選擇代銷銀行時主要考慮銀行銷售能力、主要

客戶群結構、客服能力、持續銷售意願和能力等。代銷銀行銷售基

金時會考慮基金產品特點、市場接受程度、以往基金績效、基金公

司背景、銷售手續費率等因素。 

 

（二）銀行銷售通路分析 

至2003年底銀行銷售基金的網點數目為工商銀行1.7萬個，農

行1萬個，建設銀行1.1萬個，基金代銷已成商業銀行未來重要業務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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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資料顯示，至2004年2月底，工商銀行總計代銷479

億基金單位數，以26％的市場佔有率高居第一，建設銀行（326億）、

交行（308億）、農行（302億）、中國銀行（254億）、招商銀行

（78億）、浦發銀行（25億）、光大銀行（10億）分列二到八位。 

 

（三）直銷通路分析 

基金公司一般都會在北京、上海等地設立直銷中心，銷售人員

大部分為直銷人員，直銷客戶以大客戶為主要服務對象。保險公

司、國有大型企業、集團公司等是基金公司的大客戶，社保基金和

企業年金是基金公司的重要潛在客戶。 

 

開放式基金募集成立初期，機構投資人持有基金資產比率較

高，約可達到60%。電子商務逐漸受到重視，至2003年6月個案公司

率先推出網上基金開戶與交易功能。 

 

（四）基金產品 

產品創新是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完整的產品線，可以吸引不

同類型投資人。2002年起基金公司陸續推出了新型態基金，如指數

型基金、債券型基金、傘型基金、保本型基金與貨幣市場基金。貨

幣市場基金由於其低風險與適當收益的特性漸漸受到市場歡迎，預

計未來各家基金公司均會推出此類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已

在規劃中，可望推出。 

 

（五）基金公司銷售能力 

基金公司的操作實力是取得較好募集成績的主要因素，市場資

金流向操作績效好的基金公司，而操作績效較差的基金公司，其基

金銷售就非常的困難。2003年不少新基金首次發行規模屢創新低，

如最低的首次發行僅在10億單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六）基金銷售創記錄 

2004年以來部分基金銷售成績創新高，海富通基金公司收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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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基金與中信基金公司經典配置基金首次募集金額均超過人民幣

100億元。海富通基金公司收益增長基金募集規模達到人民幣130

億元，投資人數超過20萬人，充份展現基金業未來發展之前景。對

於海富通基金的銷售成績，主要原因是海富通公司旗下第一個基金

的出色管理績效所致。 

 

（七）基金公司績效排名 

據統計，在2003年操作滿一年的69個股票型基金中，有66個基

金淨值增長率超過同期上海證交所指數的漲幅，其中博時價值增長

基金淨值增長率達到34% 成為2003年基金業操作績效最好的基

金。2003年整體績效以博時、華夏、易方達等3家基金管理公司表

現最為出色。 

 

（八）企業年金市場 

2004年基金公司可望管理企業年金，專戶理財業務可望正式開

始。「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草案目前正在廣泛徵求意見，

其中規定了包括基金公司在內多種入圍的管理人。在投資範圍上，

除銀行存款、買賣國債外，證券投資基金和股票等也被包括在內。

根據預估，今後每年中國企業年金新增金額將達到人民幣1000億元

以上，到2010年預計能達到人民幣1兆元的規模，企業年金市場未

來規模很大。 

 

（九）社保基金 

到2004年初，社保基金理財專戶運行已近兩年。據了解，中國

社保基金資產總額達人民幣1330億元，根據相關法規規定，社保基

金投資基金、股票的比例不得高於總資產的40%，這代表每年人民

幣500億元的託管業務空間。預估未來20年中國社保基金總額將達

到1.8兆美元，這將是一個很大的潛在市場。 

 

（十）封閉式基金 

封閉式基金的折價率普遍居高不下，受益人有要求封閉式基金

轉換為開放式基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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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公司說明 

一、公司沿革： 
個案基金公司成立於1998年6月4日，是中國證監會批准成立的

首批5家試點基金公司之一，業務範圍包括基金募集設立、基金管
理和中國證監會批准的其他業務。公司成立時註冊資本人民幣5000

萬元，2000年7月增資到人民幣1.5億元。 

 

個案公司至2003年底，共管理了四個封閉式基金和三個開放式
基金，管理資產約人民幣147億元，各年度管理資產規模與旗下基
金詳如表4-1與表4-2： 
 

(單位：人民幣億)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管理規模 22 62 91 117 121 147 

表 4-1 1998 年至 2003 年個案公司管理資產規模統計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基金 

類型 

基金名稱 上市/成立 

日期 

2003年底發

行單位數 

備註 

封閉式 基金安信 1998年 6月 20億單位 上交所上市 

封閉式 基金安順 1999年 6月 30億單位 上交所上市 

封閉式 基金安久 2001年 8月 5億單位 深交所上市 

封閉式 基金安瑞 2001年 8月 5億單位 上交所上市 

開放式 基金創新 2001年 9月 27.6億單位  

開放式 基金 180 2002年 11月 12.0億單位  

開放式 基金富利 2003年 12月 42.5億單位  

合計   142.1億單位  

表 4-2 個案公司旗下基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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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基金客戶數在30多萬人，法人客戶約數千戶。法人客戶
投資金額占公司管理基金總規模的比例超過50%，法人客戶開發程

度深，關係密切。基金產品線較完整，管理資產已達一定規模，公

司財務建全，開始面對市場競爭，積極規劃新產品和業務創新，經

多年耕耘已建立公司知名度。公司總部設在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

區，上海有1200萬人口，是中國最富庶地區之一。 

 

在2000年屬於摩根富林明集團的怡富資產管理公司協助個案

公司發行開放式基金，當時個案公司管理了4個封閉式基金，管理

總資產規模為人民幣80億元。怡富提供了技術支援，由怡富台灣的

主管負責領導來自香港與台灣的團隊進行技術支援。在2001年中國

有10家已設立的基金公司，市場上只有封閉式基金，外資投資尚未

開放。在2002年中國加入WTO後外資可投資基金公司33%，3年之後

可增加到49%。在2002年底，怡富與個案公司合資計劃告吹，怡富

於2003年初，另行與上海一家投資公司申請設立合資基金公司，且

於2004年4月20日取得證監會合資公司設立核准。 

 

個案公司首支基金的發行上限為人民幣50億元，投資人反應熱

烈，有漏夜排隊申購之情形，基金在首日即銷售一空。基金首次發

行日為2001年9月11日，也是美國911事件發生當日。開放式基金發

行當時，一些基金相關的管理法規尚未制定，仍在研擬中。 

 

個案公司員工人數115人，人員素質很高，大部分員工畢業於
清華、北大、復旦、交大等著名大學，大學以上學歷占員工總數

81%，碩士以上學歷占45%，約90%員工具有基金從業人員資格，70%
以上員工有5年以上金融證券工作經驗，待遇較其他行業優厚，吸
引了傑出人才投入此產業。 

 
設有上海總公司與北京分公司，上海辦公室面積達6000平方米

為自購之固定資產，辦公室面積大，非常寬敞，足可因應未來業務

擴充所需。北京辦公室設有備援電腦機房，每日總公司電腦資料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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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備份到分公司，符合了證監會有關電腦資料必須異城異地備份的

規定。 

 
個案公司發展幾個主要階段： 

（一）2000年8月以前： 

個案公司在2000年8月以前，產品線只有封閉式基金，對於開

放式基金業務只有模糊的印象，相關的法規亦不完備。在”摸著石

子過河”的方式下，嘗試規劃開放式基金的各項作業。各項作業規

劃只有一個雛型，對於各項作業程序並不清楚。 

 

（二）2000年8月以後： 

個案基金公司開始與國外基金公司技術合作，國外基金公司指

派資深人員協助各項作業，在此合作模式下，逐步吸收國外合作夥

伴的經驗，對於開放式基金逐漸了解。可以明顯的發現，到2001

年底時已有了長足的進步。 

 

對於各項作業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後，管理階層願意在資訊設

備、電腦軟體與作業人力上投資巨額預算，以因應未來大量的客戶

數與交易量。同時，銷售銀行亦投資了人力、物力在銷售系統與作

業規劃上。 

 
（三）2001年9月以後至2003年底： 

個案公司成功的發行了中國第一個開放式基金，同時作業模式

也成為業界的模範。首個開放式基金成功募集，提高了公司在業界

的地位與市場知名度。 

 
至2002年底，各項基金法規逐步完成，基金業對於各項作業之

認知逐步加強，且有了實際作業的經驗，證監會對於開放式基金的

審批速度也加快了。 

 

於2002年以後申請募集開放式基金之公司，於各項準備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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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踏實，在資訊設備上均做了重大投資。由此可看出在業者之競

爭下，各公司全力以赴的精神。 

 
二、個案公司業務說明： 

（一）公司經營之業務 

業務範圍包括基金募集設立、基金管理和中國證監會批准的其

他業務。 

 

（二）基金信託契約簡介  

基金信託契約規範了整個基金的法律架構，現將個案公司某個

基金主要事項摘錄如表4-3： 

 

項    目       內    容    

 1. 基金名稱     某某基金 

 2. 募集方式 募集國內資金投資國內股票市場 

 3. 基金型態 開放式 

 4. 募集總面額 最高：沒有規模上限 

最低：人民幣 2 億元 

 5. 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人民幣 1元 

 6. 主辦承銷商 某銀行 

 7. 保管機構 某銀行 

 8. 募集期間 基金的承銷日期 

 9. 最低申購金額 人民幣 1000元 

10. 銷售費用 列出手續費級距 

11. 經理公司報酬 淨資產價值每年 1.5 %  

12. 保管機構報酬 淨資產價值每年 0.3% 

13. 基金成立之條件 基金最低規模人民幣 2 億元 

認購戶數達到 100戶 
14. 基金投資之投資方針與範圍 列出基金的投資方針與投資標的 

15. 受益憑證作業方式 無實體方式 

16. 註冊登記單位 基金公司 

17. 會計師 某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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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律師 某法律事務所  

19. 收益分配 列出收益分配的日期與原則 

20. 收益發放方式 現金或收益再投資 

21. 首次買回日期 基金成立日後三個月 

22. 買回機構 基金公司或銀行 

23. 買回手續費 至基金公司辦理者不收 

至銀行辦理者收取代辦手續費 

24. 開戶方式 在銷售銀行開戶或基金公司 

25. 會計年度 曆年制 

26. 會計原則 會計原則由證監會規定 

會計分錄由財政部制定 

27. 巨額贖回之規定 列出基金遭遇巨額贖回時之作業模式 

28. 直銷客戶之申購款項 客戶匯入基金公司帳戶，再轉撥入基金帳號 

29. 直銷客戶之贖回款項 保管銀行匯入基金公司帳戶，再匯入客戶帳戶

表 4-3個案公司某基金信託契約摘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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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公司之組織 
 

 
 
 
 
 
 
 
 
 
 
 
 
 
 
 
 
 
 
 
 
 
 
 

圖 4-1 個案公司組織圖 
 

由於從基金的募集到操作牽涉到許多的法律、行政、投資等相關專

業，因此個案公司內部有專門的部門各司其職，各部門之業務職掌

說明如下： 

（一）董事長 

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為公司負責人。 

 

（二）總經理 

統籌整個公司經營策略之規劃及營運方針之擬訂及執行。 
 

監察稽核部 

 投資決策委員會 

基金投資部 研究部 交易部 財務核算部 註冊登記部

公共關係事務處理小組 

董事會 監事會

股東會

總經理

風險控制委員會 

信息技術部 戰略規劃部客戶服務部

電子商務部

綜合管理部

市場業務部營銷部 專戶理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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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決策委員會 

投資決策委員會為公司非常設決策機構，由總經理、有關副總

經理、基金經理等組成，負責制定管理基金的總資產分配和投資策

略。 

（四）風險控制委員會 

風險控制委員會為公司非常設決策機構，由有關副總經理、督

察員、監察稽核部總監和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負責基金投資業務

和公司日常經營管理的風險控制。 
 

（五）公共關係事務處理小組 

公共關係事務處理小組為公司非常設機構，由有關副總經理、

市場業務管理部總監、監察稽核部總監和綜合管理部總監組成，負

責結合公司業務發展，協調重要公共關係，公司參與重大社會公益

活動審批，重大新聞稿件審查，突發事件的處理及公司授權的其他

事務。 

 

（六）監察稽核部 

負責對基金運作和公司內部管理的日常監察與稽核，稽核人員

負責內部控制以防弊及稽查作業缺失為主，查核範圍涵蓋基金經理

人的投資決策，各部門業務之內部稽核事項，杜絕防止違反基金契

約或主管機關規則情事。查核報告與建議提供管理階層作為經營管

理之參考，並提供受檢單位據以改善，並追蹤覆檢各項缺失改善情

形。 

 

（七）基金投資部 

負責將募集資金根據投資信託契約所載投資地區與投資標的

做適當的投資組合管理。各基金經理根據投資決策委員會的決議、

研究部的投資建議及本身的判斷，擬定基金的投資策略，決定基金

投資的資產分配、證券買賣時機，並對基金操作績效承擔全部責

任。基金經理人，決定投資組合後，將投資決策及買賣個股的數量

及金額向交易部發出交易指示，由交易員執行下單，待交易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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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由交割人員辦理交割事宜。 

 

（八）研究部 

負責宏觀金融經濟情況分析，研究各產業之景氣及各公司之營

運狀況，並分析各公司股價、成交量之趨勢。研究分析之報告提供

基金投資部作為投資之參考。 

 

（九）專戶理財部 

負責推展專戶理財業務，此業務是由客戶委託一筆資產給基金

公司，依照雙方同意的條件、投資策略、客戶忍受的風險範圍來管

理所委託的資產，接受客戶委託，針對客戶的個別需求，量身訂作

客戶的投資組合。 

 

（十）交易部 

負責所有基金的股票買賣、交易所債券買賣、證券回購等基金

允許投資項目的交易。 

 

（十一）戰略規劃部 

負責公司金融業務創新及基金新產品開發，並負責與海外機構

或專家之合作專案連繫事宜，為公司決策層提供發展策略報告。 

 

（十二）市場業務部 

負責制定基金行銷策略、廣告宣傳策略、基金銷售費率之訂

價、促銷活動之規劃與執行等，並進行市場調查暨投資者投資行為

之統計分析。 

 

（十三）營銷部 

負責基金銷售業務，建立行銷管道，銷售計劃之擬定與執行，

銷售獎勵辦法及促銷活動計劃之擬定及執行，及與銷售代理機構的

溝通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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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電子商務部 

負責管理維護公司網站，透過網路提供投資資訊，進行網路行

銷、並推展基金網路交易等業務。 

 

（十五）客戶服務部 

服務的內容包括客戶投資理財諮詢，現場客戶之服務，客戶抱

怨之處理，回答客戶的詢問，從最基本的共同基金介紹、投資市場

推薦、投資組合建議，一直到申購程序等細節問題等，同時提供電

話語音服務、傳真服務。 

 

（十六）註冊登記部 

負責基金投資人的開戶註冊登記，基金之申購、贖回作業，對

帳單寄發，基金募集作業，基金收益分配，召開受益人大會等事宜。 

基金受益權單位，採用無實體作業方式，定期寄發對帳單給投

資人，如同目前英美等國採用方式。個案公司發行的基金最低投資

金額為人民幣1000元，若是利用每個月定期定額的方式來投資，每

個月最低只需人民幣200元。 
 

（十七）財務核算部 

負責基金會計、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及保管銀行對帳等，每日

計算基金之淨資產價值，基金月報、季報、年報之編製。此外也負

責公司的財務會計事務、稅務處理、財務調度。 
 

（十八）信息技術部 

負責電腦作業流程規劃、系統設計，電腦程式開發及維護，電

腦設備評估及採購，資訊系統維護，電話及交換機系統維護。 

 

（十九）綜合管理部 

負責公司人事、後勤等綜合性事務管理，自有資產的管理，公

司內部一般行政工作之籌劃及執行，為公司業務的日常運作提供後

勤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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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公司之業務運作 
公司之業務以功能區分，可分為下列「七大營業循環」: 

（一）基金募集循環： 

1.基金產品之設計。 

2.擬定信託契約。 

3.保管機構之評估與選定。 

4.基金行銷企劃。 

5.廣告企劃之制定及送審。 

6.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新基金發行。 

7.基金會計制度及基金事務處理程序。 

8.募集期間申購價款之收款等作業程序。 

 

（二）基金投資管理循環： 

1.投資分析、決定執行及檢討。 

2.週轉率、投資標的、利害關係人投資比率之控制。 

3.基金投資運作之核准及記錄執行。 

 

（三）交易循環： 

1.基金經理人之交易指示及執行結果記錄。 

2.證券商信用評估、選定及核准。 

3.買賣金融票券之管理與保管銀行之交割及對帳等作業。 

 

（四）基金會計與註冊登記處理循環： 

1.基金之發行、申購、買回等之處理。 

2.每日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告。 

3.銷售費收入之計算及記錄。 

4.買回價金之支付作業。  

 

（五）人事、薪資循環： 

1.員工僱用、請假、加班、辭退、訓練、退休。 

2.計算薪資、薪資所得稅及各項代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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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付薪資等作業程序。 

 

（六）財務循環： 

1.事業自有資金之投資。 

2.管理費收入之覆核及記錄。 

3.資金長(短)期投資之買賣、核准、保管和記錄等作業。 

 

（七）固定資產循環： 

1.固定資產之增添、處分等作業。 

2.固定資產保管、維護與記錄等作業。 

3.固定資產折舊計算及成本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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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公司資訊化之說明 

一、資訊策略－外包設計 
個案公司資訊策略為採用外包設計，原則上不自行開發系統，

此種外包策略與目前國際上資訊系統開發之策略吻合。基金主要系

統包括註冊登記、直銷、客戶服務、網站、基金核算、基金管理與

交易系統等，大都採用委外開發之方式。 

 

此資訊策略之優點為新業務規劃過程中，公司可以藉由資訊公

司的技術與人力，快速完成系統設計，同時公司不需要僱用大量的

資訊人員。 

 
新作業系統開發時採用與軟體公司共同開發之模式，軟體公司

大部分為知名之軟體公司，在電腦平台、程式語言與資料庫上均有

豐富的經驗，且採用開放式架構。由於中外合資基金公司之設立，

並陸續導入國際市場上的經驗，軟體公司也樂得與基金公司合作，

吸收國際市場經驗。 

 

中國基金業軟體公司的銷售策略基本上均願意提供客戶程式

碼，在系統開發完成後，由客戶決定繼續委外開發或是接回自行開

發。個案公司在系統開發完成後的系統維護與新功能開發，選擇自

行負責。 

 
二、個案公司資訊化現況 

個案公司是首家募集開放式基金的公司，在資訊系統規劃上非

常積極，投入大量資金構建各項資訊系統，規劃上也具有宏觀性，

同時也為業界立下標竿，成為其他同業參考的對象，是推動整個產

業資訊化的主要原動力之一。 

 

（一） 資訊環境一軟硬體之說明 

個案公司使用之電腦設備大部份採用UNIX主機，資料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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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為主。在初期規劃時為了有效率的處理百萬、千萬客戶資

料，在開始設計基金行業的資訊系統時，導入了一些在銀行業採用

的架構，如BEA TUXEDO等，對未來處理大量交易奠立了基礎。相對

於台灣基金業，大都仍以PC Server為主要架構，個案基金公司的

電腦規格大多了，且具有未來擴充性。 

 

核心系統電腦主機共3組，每組有主機2台互為備份，均採用雙

機熱備份設計（High Availability）。其中一組用於投資管理系

統，一組用於TA及銷售系統，一組用於客戶服務系統與電子商務系

統。Pc server 主要用於一般系統的資料庫伺服器，以及應用伺服

器。 

 
電子商務電腦主機採用 3 層式架構，有 Web Server、Application 
Server與 Database Server等。 

註冊登記系統、直銷系統使用UNIX和ORACLE平臺，採用BEA的
TUXEDO中間件，用Power Builder語言進行開發。 

網站採用UNIX、ORACLE、Java 開發。客服系統採用AVAYA
交換機，用C語言和VISUAL BASIC進行開發。 

 
（二） 資訊系統架構 

資訊系統架構詳如附錄一資訊系統架構圖與附錄二資訊系統拓樸

圖。 
 

（三）資訊人力 

依證監會要求，資訊人員須達公司總人數的10%。因系統較多
且複雜，如果完全由資訊人員進行系統開發，則較耗時，可能無法

滿足使用者需求之時效。個案公司採取的資訊策略是程式外包，資

訊人員主要負責專案管理和使用者協調的角色，系統開發完成後，

資訊人員負責系統的管理、維護與後續功能開發，資訊人員在系統

專案管理的經驗上仍待加強，且無投資國際股市系統的開發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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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資訊人員或是軟體公司人員，普遍具有很好的學歷，

大多數具有中國名校資訊相關科系大學或碩士學位，年紀輕，約在

30歲左右，精通技術與基金業務性質。有5年程式開發經驗者，月

薪約在人民幣1萬元左右，較財務或作業人員高出很多，具5年經驗

的財務人員約在5000元，大學剛畢業之年輕人約2000~3000元。在

此行業資訊人員，工作態度很好，聰穎，學習能力強，如何維持高

素質員工也是一個管理階層需要費心的課題。 

 

（四）資訊預算 

個案公司設立時的資訊設備包含電腦軟體、硬體、通訊設備、

網路設備與電腦機房設置等。設備採用較高標準規劃，以因應未來

業務成長，各項目預算如表4-4： 
 

編號 項           目 價  格 

1 電腦硬體與電話交換機等設備預算 人民幣 1400萬元 

2 機房與網路設備 人民幣  900萬元 

3 電腦軟體預算 人民幣  300萬元 

 合計 人民幣 2600萬元 

表4-4 個案公司資訊設備預算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應用系統主要包含註冊登記、基金核算、客戶服務、電子商務等

核心業務，以個案公司設立時全部應用軟體為例，各系統預算金

額如表 4-5： 
編號 項           目 價  格 

1 基金管理與交易系統 人民幣   55萬元 

2 基金會計系統 人民幣   30萬元 

3 註冊登記與直銷系統 人民幣   90萬元 

5 客戶服務系統 人民幣   70萬元 

6 公司網站與網路下單 人民幣   35萬元 

7 客戶關係管理系統 人民幣   20萬元 

 業務應用軟體預算合計 人民幣  300萬元 

表4-5 業務應用軟體預算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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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化步驟 

對於新的業務系統開發，個案公司會成立專案小組，成員由資

訊部人員與相關業務人員組成，負責資訊系統專案總體規劃。 

 

專案小組成立後，與業務部門進行業務需求的討論與彙整，並

進行系統分析，之後進行軟體的招標，在對軟體公司實地考察、系

統評估、技術評估後選定軟體公司。 

 

專案開發的階段，監督軟體公司開發進度與品質，並擔任軟體

公司與使用者溝通協調的角色，確保專案開發工作順利進行。開發

完成後進行系統測試與正式上線之安排。在系統正式上線後，資訊

人員主要工作轉為對各個系統的系統管理和日常運行維護。 

 

（六）資訊外包商之說明 

在基金產業發展過程中，軟體公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金

公司設立時員工人數不多，但是各項作業均需要電腦系統處理，透

過外包商在技術與人力上的協助，基金公司各項業務得以順利開

展。市場上有幾家專門做基金公司各種系統的公司，比較著名的包

括恆生、奧尊、長天，贏時勝等，其中以恆生、贏時勝進入市場最

早，有些系統市場佔有率達到80%，如恆生的基金交易系統與贏時

勝的基金核算系統。2001年起開放式基金的發行，帶動基金業資訊

廠商之發展，大型軟體公司投入此行業，且有很好的表現，不斷進

行系統改版，提出新功能，促進整個產業資訊系統進步。 

 

新技術不斷被運用在此行業，由2000年起，整個行業資訊化的

速度驚人。Java 現為資訊業熱門程式語言，不僅是網路的核心技

術，也是未來推動網路服務的關鍵，目前已有一些基金業系統以此

技術設計。 
 

中國資訊業者在經過數年的經驗累積後，已逐漸了解基金業務

性質，且已建立口碑，較大資訊業者已經在思考規劃朝上下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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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提出一站式系統整合服務，朝向系統整合商發展，對於新設

立的基金公司，會總包相關的業務系統與硬體設備。 

 

參與基金業軟體設計之公司，在最近數年內陸續上市。股價亦

有很好的表現，軟體公司部份員工獲得配股，身價暴增。恆生公司

於2003年12月16日上市，股票面額為人民幣1元，第一天收盤價為

人民幣19.95元，2004年3月股價為人民幣24元左右。 

 

三、主要系統之說明： 
（一）中國基金資訊系統資料交換標準格式 

在中國基金業，眾多資訊公司參與基金應用系統開發，一家基

金公司採用數家軟體公司產品，以因應不同業務需求是很普遍的現

象。各系統之介面與資料傳送標準，在證監會之協助下，於2001

年建立電腦資料交換標準格式，頒佈實施並要求基金公司遵守。此

規定建立了基金公司、銷售機構與保管銀行間一套通用之標準，並

簡化了資料交換作業，可以節省大量人力，促進行業資訊化發展。

此點是值得港台兩地監管機構與業者參考的。 

 

在台灣，基金業發展了20年，在資訊傳送方面，整個產業仍然

是各行其是，每個公司均有自己的標準，以致造成資訊傳送上的困

難，經常為了資料交換投入許多人力開發。 

 

（二）基金管理與交易系統說明： 

基金公司電子下單系統，提供給基金管理部門及交易部門使

用。為了維護交易公平性與爭取下單時效，需要一套電子下單交易

系統，協助記錄基金交易資料，並能依照公平原則建立交易機制，

透過電腦化作業，迅速完成下單交易流程，減少人為操作疏失，提

升基金下單效率與公平性。 

 

個案公司由1998年起推動基金電子交易系統，交易室之交易員

可以透過與交易所連線之電腦系統，以電子下單方式交易股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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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系統，功能不錯，在交易所配合下，以租用證券商席位的方式，

可以直接與交易所電腦連線，交易可以即時回報，此點優於目前台

灣與香港之作業方式。 

 

電子下單交易系統為世界上第一個基金下單直接連到交易所

電腦系統之作業模式，這是一種形式上的創新，有其特色與效率

性。在國際上基金公司下單是先連到證券商電腦系統，然後透過證

券商電腦系統連線交易所電腦，因為一家基金公司會透過許多券商

下單，所以基金公司電腦也需要與許多家券商進行電腦連線，此因

素也造成了在港台兩地市場，基金公司仍無法全面推動電子交易之

原因。 

 

依照證監會規定，基金公司交易系統必須與交易所建立衛星與

DDN數據專線兩種傳輸資訊方式，互為備份，簡稱天地對接，以確

保交易資訊可以即時傳送。個案公司因位於上海市，交易系統與上

海交易所連線，採用DDN專線連線，並用ISDN 為備份，與深圳交易

所連線採用衛星雙向連線，並用DDN專線為備份。 

 

（三）基金銷售系統說明： 

基金銷售分為基金公司直銷與銀行或券商代銷兩個主要通

路。在基金法規中手續費上限為5%，一般銷售手續費約為1%~1.5%。

透過代銷機構銷售，手續費之拆帳方式，由雙方議定。 

基金交易之款項交割部分延續中國市場股票交易之精神，必須

客戶申購款項入帳後，才可辦理基金申購。基金的銷售先繳款後才

辦理申購之模式，大大降低了接單錯誤的機率，亦簡化了後勤作業

的人力，是頗具特色的做法。 

一般國際基金公司均接受客戶以支票方式申購基金，當客戶有

退票等情形發生時，會造成基金作業上必須改帳的情形。同時也必

須有專門同仁負責處理支票兌現的作業，對於客戶在支票兌現前之

贖回申請也必須加以控管，以免造成公司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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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個開放式基金銷售機構交通銀行，在2001年9月有13個

分行199個銷售網點加入基金銷售，業務開展初期即已建立了全面

電腦化的作業模式，每日申購與贖回資料均可於營業日以電腦傳送

給基金公司，此模式後來也為各銷售機構採用成為標準的作業模

式。 

基金公司與銷售機構間基金申購與贖回交易資料，都透過電腦

檔案加密方式傳輸。 

 

（四）基金註冊登計系統說明 

基金註冊登記作業包括基金募集、基金買贖、及投資人開戶資

料等。基金註冊登記作業系統採用無實體模式，同國際基金業慣

例，台灣因為法規限制，目前仍採用受益憑證的法律架構。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如何利用資訊系統管理投資人所持

有的基金單位數，達到完全正確是非常重要的，註冊登記作業有下

列2種方式: 
1. 公司自辦  

2. 委託中央登記公司辦理 

 

在2000年10月時第一批申請募集開放式基金的公司對於註冊

登記作業有著兩種做法，其中華安與華夏規劃自行辦理，南方、大

成、博時和鵬華規劃由銀行負責註冊登記業務。各家的國外合作夥

伴，也根據本身之業務模式提供意見。 

在2001年各基金公司逐漸接受自行辦理註冊登記之模式，目前

以此方式為主。 

 
中央登記公司亦推出基金註冊登記業務，透過證券公司資訊系

統與作業模式，來處理資訊流與資金流，到2003年底時，只有少數

幾家基金公司採用中央登記公司基金註冊登記業務，此模式是中國

自行規劃的作業方式，為一融合中國市場特性的作業模式，主要目

標是透過證券商，創造一個可以接觸廣大投資者的基金銷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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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為市場所接受，成效仍待後續評估，此業務模式是值得日

後深入研究探討之課題。 

 

成立時間較長、客戶人數較多的基金公司註冊登記部門約有

6~8人，一些剛成立的基金公司約有3人。個案公司設立基金註冊登

記部，提供基金註冊登記服務，配備電腦系統，記錄客戶所有交易

資訊。公司會寄交客戶開戶確認書、交易確認書和對帳單，頻率一

般是季、半年、全年。季對帳單一般只對當季有交易的客戶寄發，

而半年、全年度對帳單，無論客戶是否有交易都寄發。對於直銷客

戶，會在客戶交易日後向客戶寄發交易確認書和對帳單，也會定期

向所有客戶寄發公司月訊等資料。各類定期和不定期寄給投資人的

文件都是委託專業公司印製與郵寄，資料傳送方式已經電腦化。 

 

（五）基金核算系統說明 

核算部主要工作為計算基金淨值、帳務處理、基金財務報表、

基金帳戶資金控管，各項作業均已電腦化。採用以當日基金淨值計

價之模式，同國際基金業慣例。目前台灣基金申購時採用當日淨

值，贖回採用次日淨值。 

 

在中國交易所交易之股票有10%漲停與跌停之限制，基金投資

之債券以國債為主，可在交易所或是銀行櫃台購買，基金管理費約

在1.5%。目前基金只能投資在中國之股票與債券，尚不能投資國外

投資工具。 

 

中國基金會計與註冊登記等系統均以人民幣記帳，一般國際基

金公司均可處理多國貨幣。 

 

保管銀行也會每日計算基金淨值，並與基金公司計算之淨值核

對，然後才對外發佈，此舉多了一個複核的機制。國際上基金公司

一般只由基金公司計算基金每日淨值並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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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訊作業系統說明 

基金計算淨值之股票收盤價等數據，直接由交易所傳送給基金

公司，此作業已經完全電腦化。此與國際上作業方式不同，國際型

基金公司投資於許多市場，投資標的也多，一般均會有一組職員，

專門負責收集股票與各種投資工具的市價，供基金計算淨值之用，

股票收盤價等資訊一般均由資訊公司取得如Reuters、Bloomberg

等。 

 

保管銀行、銷售銀行與基金公司在資訊傳送上均已完全電腦

化，透過銀行管道銷售的基金申購資料可於當日17:00時傳給基金

公司，基金公司計算單位數後可於19:00時傳給銷售銀行。基金公

司與保管銀行之間之資訊傳送相當注重網路資料交換安全性，採用

軟體或是硬體加密設備。 

 

（七）客戶服務系統說明 

隨著開放式基金的規劃運作，個案基金公司意識到了客戶服務

的重要性，開始客戶服務系統開發。交換機與各項通訊設備投資約

需人民幣200萬元。客戶服務中心電腦系統軟體開發成本約人民幣

70萬元，價格便宜且功能很完整。客戶服務系統具CTI功能 (電腦

電話整合)、IVR(自動語音回覆)、發送手機短訊、傳真、自動傳真

回覆與電話交易等功能，已將客服中心所需功能完整整合於系統

中。 

 

由於個案公司在系統開發初期即選擇具有銀行業與保險業開

發經驗的軟體公司整體規劃，同時結合國外基金業者的經驗，開發

之系統架構完整，具有未來擴充性。 

 

個案公司客戶服務系統，採用CTI (電腦電話整合系統)，目前

在台灣只有少數基金公司安裝。客戶服務系統與電子商務系統目前

已朝向整合之架構設計，已推出網路交易與電話語音交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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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與香港的基金公司在過去十多年來是陸續加入各項客

戶服務系統功能，如IVR、自動傳真回覆或電話下單等，系統分階

段由不同軟體廠商負責，不但投資金額大，在系統整合時又多花了

許多人力，且由於後台主機採用傳統架構，在規劃導入新的客服系

統時也遇到牽一髮動全身之問題，在此因素下也阻礙了新系統的導

入。由此例可以了解經由科技技術的進步與管理階層即時正確的資

訊策略，在基金行業許多業務是具備後發優勢的。 

 

客服中心提供以下服務： 

公共資訊查詢： 投資者可來電查詢所有基金產品資訊、公司

資訊、市場信息和其他相關資訊。 

個人資訊查詢： 客戶可來電查詢個人資訊和帳戶資訊。 

電話交易：電話交易客戶可以透過自動語音提示，進行基金交

易。 

業務諮詢： 客戶可來電獲得有關交易方式、交易手續費等方

面的諮詢服務。 

投訴處理：投資者可以透過直銷和代銷機構的櫃檯，基金公司

網站留言板，客服中心，信件，電子郵件，公司網站等方式對基金

公司和銷售機構提供的服務進行投訴。電話投訴、電子郵件投訴、

書信投訴是主要投訴方式，由客戶服務部負責統一處理。 

傳真服務：客戶可以選擇自動傳真交易明細、投資組合、基金

收益分配等資料。 

 

（八）電子商務系統說明 

個案公司開發了網路基金交易平臺，設立了電子商務部，負責

推廣網路交易、查詢與開戶。由於網站使用者介面為完全客戶導向

設計，同時在電子商務快速便捷的特性下，未來應可朝向將通路客

戶導向網路。現將個案公司電子商務系統說明如下： 

1.網路基金開戶服務 

個案公司和中國銀聯電子支付服務有限公司（ChinaPay）合

作，開辦了網路開戶業務，擁有銀聯會員卡的客戶可通過個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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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進行開戶和基金交易，為廣大投資者提供了一個投資基金方便

的管道。 

2.便利的帳戶查詢 

投資人可以透過網站進行帳戶查詢與交易記錄查詢。 

3.網路基金交易 

個案公司首先推出網路基金交易業務，與傳統的交易相比，網

路基金交易不受時間和地域限制，只要透過網路即可進行基金交

易。目前個案公司每日約有50筆網路交易，申購金額約有人民幣100

萬元。 

 

網路基金交易的資金流主要有三種方案，銀聯通、銀基通與工

商銀行模式，現分別說明如下： 

(1)銀聯通模式： 
透過銀聯通之CD 會員卡處理資金流，目前只有在上海採用，

成長受到限制，未來有計劃推展到全中國。 

(2)銀基通模式： 
透過民生銀行銀基通業務扣款，目前個案公司網路客戶主要採

用此方式申購基金。 

(3)工商銀行模式： 
中國工商銀行ICBC為中國最大的銀行，網點多，有發展潛力，

但是受到銀行本身對此業務之態度影響，目前效果並不好，因為基

金公司電子商務的發展會影響到銀行本身基金銷售業務，故迄今仍

未大力推動。 

 
4.網路交易流程說明，以銀聯通模式為例： 

首先申請銀聯通的會員卡，持本人身份證到銀聯通指定的銀行

網點申請銀聯通的CD會員卡。 

將要購買基金的銀行卡和接受贖回、收益分配資金的銀行卡登

記為網上跨行轉帳的銀行卡。 

如果投資人沒有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的開放式基金帳戶，可

經由基金公司網站，開立基金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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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投資人已有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的開放式基金帳戶，可

進入基金公司網站，開立基金公司交易帳戶。開立基金交易帳戶

後，投資人就可透過網站進行基金交易。 

 

（九）客戶關係管理系統說明 

CRM系統尚在起步，該系統主要功能在於提供基金銷售的支

援，為Web Based 架構，提供了業務人員在外地使用的功能。目前
為作業面的CRM系統，記錄潛在客戶、活動名單、聯絡記錄、名單

挑選等功能，主要功能在管理潛在客戶和現有客戶。 

 
（十）銷售通路之資訊系統說明 

銀行積極爭取基金保管與銷售業務，為了因應中國廣大的幅員

與眾多的人口，基金銷售業務均採用電腦化作業。 

 

代銷銀行會提供基金公司每個客戶的基金單位數與客戶資

料，讓個案公司能查核比對資料之正確性。此點與台灣作業方式不

同，台灣的代銷銀行不提供此項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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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基金公司採用資訊系統分析 
表4-6統計出到2003年10月底，各家基金公司所採用的各項資

訊系統之外包商，經由研究數據可看出在中國基金業電腦軟體有獨

佔與寡佔之現象： 

 
順序 基金

公司 
合作

外資

公司 

基金管

理與交

易系統 

基金核算

系統 
註冊

登計

系統

直銷

系統

公司

網站

網路

交易

系統

客服

中心

系統

CRM
系統

行情系

統 

1 南方  恆生 贏時勝 脈山
龍 

脈山

龍 
      巨靈/分

析家 
2 國泰  恆生 贏時勝 奧尊 奧尊      
3 華夏  恆生 贏時勝 東軟    東軟  巨靈/分

析家 
4 華安  恆生 贏時勝 新晨  奧尊 奧尊    
5 博時  恆生 贏時勝 奧尊 奧尊 奧尊 奧尊    
6 鵬華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7 嘉實  恆生 贏時勝 脈山

龍 
脈山

龍 
網訊    巨靈/方

德/北斗
星 

8 長盛  恆生 贏時勝 中潤
峰 

   慧卓

科技

 巨靈/方
德/中信
指數 

9 大成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恆生 恆生 新銳/
新泰

新銳/
新泰

巨靈/中
信指數 

10 富國 Mont
rio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長天 長天 天相/巨
靈 

11 易方

達 
 恆生 贏時勝/

用友 
恆生 恆生   信雅

達 
 方德/巨

靈 
12 銀華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恆生 恆生 長天  方德/天

相 
13 融通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恆生 恆生 信雅

達 
 萬德/巨

靈 
14 寶盈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長天  巨靈/北

斗星 
15 長城  恆生 贏時勝 奧尊 奧尊   長天  巨靈/萬

德 
16 中融  恆生 贏時勝 脈山

龍  
脈山

龍 
  長天 奧尊 巨靈/萬

德 
17 銀河 Schr

oders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長天   

18 湘財

合豐 
ABN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長天   

19 招商 ING 恆生 贏時勝 奧尊 奧尊   長天   
20 景順

長城 
Inves
co 

恆生 贏時勝 奧尊 奧尊   奧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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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國聯

安 
 捷一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恆生 恆生 方正

奧德

捷一  

22 興業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23 申萬

巴黎 
BNP 捷一 贏時勝 奧尊 奧尊 奧尊 奧尊 奧尊 奧尊  

24 天同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恆生 恆生  
25 天治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26 金鷹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27 長信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28 泰信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29 華寶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長天   
30 新世

紀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31 銀河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長天   
32 華富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恆生   
33 巨田  恆生 贏時勝 奧尊 奧尊      
34 海富

通 
Forti
s 

 贏時勝        

35 國海

富蘭

克林 

Tem
pleto
n 

 贏時勝        

36 上投

摩根

富林

明 

JPM
orga
n 
Flem
ing 

恆生 贏時勝 恆生 恆生 長天 恆生 長天 長天  

表4-6 各基金公司採用資訊系統統計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