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贴士

喜怒哀乐等七情会引发我们

各种各样的冲动，有的是恐惧，有

的是对产品的不满， 但这些冲动

都是投资的敌人， 最终导致在市

场涨时多买，在市场低时不买。

大家可能很喜欢听投资策

略，明知道他们预测得不对，我

们还喜欢听，为什么？ 因为面对

不确定性， 控制是我们的基本

需求。 我们不明白证券市场的

运行， 但是越不明白越需要听

策略，为什么？ 让自己有控制的

感觉。

点基台

长信利息收益基金

将实施分级

证券时报记者 海 秦

本报讯 依长信基金最新公告，长信利息收

益基金将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起，根据投资者

持有本基金的份额

,

实行销售服务费分级收

费。 依照

500

万份的标准，划分

A

、

B

等级并适

用不同的销售服务费率。 两级基金份额单独设

置基金代码， 并单独公布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

七日年化收益率。

A

级基金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519999

，与原前端代码相同；新设

B

级基金份

额的基金代码为

519998

， 与原后端代码相同。

根据公告，

A

级和

B

级份额的主要区别在于，

A

级的销售服务费率为

0.25%

，而

B

级为

0.01%

。

华商阿尔法

业绩表现突出

证券时报记者 鑫 水

本报讯 据银河证券统计， 截至

11

月

16

日， 今年以来标准股票型基金收益率仅为

2.42%

，华商动态阿尔法基金收益率达

22.37%

，

在偏股配置型基金中位列探花。

2010

年上半年，华商动态阿尔法基金的投

资方向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和医药方面， 在三

季度以来， 该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依然集中在新

兴产业和医药板块， 正好受益近段时间新兴产

业相关板块的优异表现， 体现基金经理对于市

场的良好判断力。

华商动态阿尔法基金经理梁永强表示，中

国经济未来将面临发展主引擎切换， 从传统产

业向新兴战略产业转移，在此过程中，以房地产

为首的传统产业估值将持续受压， 新兴产业将

持续成为政策鼓励的方向。

受不同情绪影响，投资者会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投资收益。

克服投资“七情”冲动 以好心态求好回报

证券时报记者 杜志鑫

本报讯 近日，大摩华鑫基金公

司启动了“心灵基汤”主题活动，在

投资心理服务活动中， 大摩华鑫副

总经理秦红在业内首次剖析投资

“七情”， 我国著名中医养生专家曲

黎敏结合健康养生， 帮助投资者在

基金投资的同时保持身心的平衡。

投资心理影响收益

大摩华鑫为何倡导投资心理服

务？ 秦红表示，虽然我国基金业已经

有

12

年的历史，很多基金净值增长

率很高， 但很多投资者通过购买基

金却没赚到钱。 于是，她开始转向对

投资者的心理研究。

秦红表示，何谓“七情”？ “七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源

于 《礼记·礼运》，“七情” 是人的本

性，“七情”容易引发冲动，冲动是收

益的魔鬼。 市场涨涨跌跌，人的情绪

也与之潮起潮落，受不同情绪影响，

投资者会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进

而影响到投资收益。

秦红提出，在基金投资过程中，

参照点漂移对基金持有人的情绪影

响尤其大。 秦红举例，投资者曾以

1

元钱面值认购大摩资源， 当大摩资

源涨到

1.47

元时， 投资者会感觉很

好；但是，大摩资源在

1

个月前的净

值是

1.69

元， 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

就不满意了。

只有在基金净值不断创新高

时，投资者才会开心。 到目前为止，

近

5

年大摩资源屡创新高的日子只

有

174

天， 虽然在

5

年内大摩资源

净值涨了

5

倍， 但是屡创新高的日

子只占

14%

。

虽然投资“七情”几乎是每位投

资者与生俱来的投资心理， 但秦红

认为，通过对投资“七情”科学合理

的认知和适当的调整， 遵守一定的

投资纪律和方法， 如定期检查自己

的产品状况和投资组合， 可以实现

投资组合和投资收益的最优化，避

免投资者出现因情绪投资导致的非

理性决策。

合理控制情绪

投资“七情”除了会对投资者的

实际收益产生影响外， 还会对投资

者的身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我国

著名养生专家曲黎敏表示， 传统的

中医中有“五情”，即“怒、喜、思、忧、

恐”，她解释说，“怒伤肝、喜伤心、思

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是我国医学

中情绪对身体影响的精辟总结。 在

基金投资中， 投资者应合理的控制

这五种情绪的影响， 尽量避免投资

情绪对身体造成损害， 在保持健康

的前提下，从理财中赢得实际收益。

据了解， 大摩华鑫基金提出的

“心灵基汤”———投资“七情”，以投

资心理理论为基础， 增加了基金服

务的内涵并提供理论依据， 把基金

行业的服务创新从手段、方法，走向

与客户个性特征有关的、 有理论支

持的内容创新。 同时，还将中国的基

金特征、 中国客户投资心理与投资

决策相结合，不断提出解决方案，并

落实于服务实践中， 提升基金服务

对客户的价值， 为投资者教育增加

了新的内容、新的涵义，推进了市场

和投资者的理性发展。

上证五星基金巡礼之五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基金

投资价值简析

做与时俱进的主题化投资

2010年中，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基

金以其阶段性领先的绩效表现，让市场领

略到了主题投资的风采和魅力，并且在市

场上掀起了一轮主题投资的风潮。 近期，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基金的发行，汲取

前者精髓，融合时代因素，给投资者带来

了一种全新的、能够与时俱进的主题投资

机会，值得广大投资者关注。

主题投资是一种永恒的策略

主题投资是嘉实基金管理公司较

早在市场上倡议并践行的新型理念与

策略，从 2006 年初夏至今，经过了股票

市场行情牛熊巨变的验证之后，大家已

经逐渐认识到了对特定主题进行重点

投资的重要价值，并陆续以多种多样的

形式进行仿效， 开发出类似的基金产

品，期望能够给更多的投资者带来良好

的投资机会。

主题投资所关注的投资主题，是

影响经济发展和企业盈利的关键性与

趋势性因素， 它具有前瞻性、 动态变

化、 主题所涉及的企业不局限于某一

具体的行业或地域、 主题之间相对独

立等特性， 对于投资标的覆盖面更多

广阔，并具有一定深度，以及良好的前

瞻引导性。

表面上看，主题投资似乎具有“泛

主题” 的表象，投资范围是全市场。 但

是，仔细斟酌之后，可以发现，主题投资

的内涵其实是要在未来的投资运作过程

中选择更为长期的热点、 更有长期增长

潜力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 而这些好热

点、 好股票实质上都是统一在某个特定

主题这个“纲” 的下面。

新老主题概念基金之间的异同

表面上看， 新基金嘉实主题新动力

与老基金嘉实主题精选有着这样两个显

著的差别：（一） 新基金是股票型基金，

老基金是混合型基金；（二）新基金的股

票投资仓位变动范围是 60％至 95％，老

基金是 30％至 95％。

当年， 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发行了嘉

实主题精选， 把股票投资比例的配置空

间放大到了 65 个百分点， 还有一个考

虑， 就是该公司具有较好的大类资产配

置能力和择时能力。今年上半年，嘉实主

题精选的良好业绩，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大类资产配置。现在，嘉实主题新动力

的发行， 是该公司在产品设计方面与时

俱进的典型表现之一， 即希望通过对于

切合时代发展脉络的主题化投资， 来为

投资者创造出良好的收益。

以新动力拓展主题投资的内涵

经历了前期的国际金融危机之

后，鉴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未来五

至十年里，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发生

重大变化， 新兴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结

构调整的龙头和未来的重要驱动力，

将获得空前的发展速度。 这就是今后

一段时期里可以预见的新动力之一，

也将可能是嘉实主题新动力将会重点

投资的方向之一。

该基金将通过发掘驱动经济增长及

结构转型的新兴增长动力， 并以新兴增

长动力所指引的主题性投资机会作为主

要的投资线索， 将主题投资策略融入到

该基金自上而下的管理流程中。

以现阶段为例， 新兴动力主要围绕

在以下四个方面延展： 城镇化、 扩大内

需、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环境及人口约

束等主题。展开来说，城镇化主题主要体

现在二三线城市以及区域经济的崛起；

内需主题主要体现在消费升级及医药相

关题材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题主要关

注新技术、新能源、新产品、及新的赢利

模式等； 资源环境及人口约束主题主要

关注循环经济、环保、低碳、及人口老龄

化等关键因素。由此可见，主题投资并不

孤单，其较为宽阔的投资空间、较为丰富

的投资内涵， 应该可以给广大投资者带

来较好的收益预期。

投资建议

综上所述，当年，主题投资这种理念

和策略是嘉实基金公司所创；现在，主题

投资的内涵又将在该公司的这只新产品

上得到延伸和扩展。 鉴于嘉实主题新动

力在产品设计定位、 市场背景、 公司背

景、 拟任基金经理的背景情况等多个方

面都比较好， 我们认为这只基金值得关

注，值得认购。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高级分析

师、基金研究总监 王群航）

鹏华丰润：封闭债基也适合散户配置

� � � �今年以来，市场频现封闭式债

券基金， 部分基金因设有募集上

限而引发机构投资者的 “疯狂抢

购”。 不少个人投资者还未来得及

认购，基金就公告已经结束募集。

记者了解到， 目前市场上正在发

行的鹏华丰润就是一只封闭式债

券基金。

机构为何独爱封闭债基？

Wind

数据显示，

2010

年中报显示，在全部

股票型基金中， 机构平均持有比例

为

20.95%

；在全部债券基金中，机构

平均持有比例高达

43.86%

。 数据表

明， 成熟的机构投资者更加注重对

低风险资产的配置。 由于已成立的

封闭式债基业绩显著高于其他低风

险产品， 且存在上市溢价的套利机

会，因此在该类新产品募集期间，受

到机构投资者追捧。

9

月初，市场就

出现了

2

只一日售罄的封闭式债

基， 其中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比例高

达

87.91%

和

90.61%

。

2010

年，市场已成立了

6

只封

闭式债基，募集总规模接近

150

亿

份。 近期，随着鹏华丰润债券基金

正式发行，或将满足个人投资者对

低风险产品的需求。 封闭式债券基

金迎来扩容新高潮， 业内人士指

出，封闭式债基将不再是机构投资

者的专利品，广大普通投资者也有

机会像机构投资者一样配置封闭

式债基。

据了解， 鹏华丰润债基的认购

渠道分为两种：一种是场外认购，投

资者可像认购普通开放式基金一

样，前往各直销、代销机构使用深圳

开放式基金账户认购。 另一种是场

内认购， 投资者可通过证券公司使

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认购。

只要有深圳

A

股账户， 在鹏华丰润

成立上市后， 投资者就可以在适时

转托管的基础上像买卖股票一样买

卖鹏华丰润债基。 投资者可通过建

行、工行、农行、中行、国信证券等银

行和券商渠道进行认购。

记者了解到， 鹏华基金在低风

险固定收益类的资产管理方面处于

行业领先水平。 鹏华丰润拟任基金

经理阳先伟投资经验丰富、 操作稳

健， 他管理鹏华丰收债券基金荣获

三大报债券基金奖。 据银河证券统

计，截至

10

月底，鹏华丰收过去两

年净值增长率为

19.99%

， 在二级债

基中排名第四位。 阳先伟管理的鹏

华普天债券

A

和鹏华普天债券

B

过

去

3

年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21.57%

和

18.8%

。

据专业研究机构分析， 由于鹏

华丰润在

3

年封闭运作中， 基金经

理无需承担基金份额巨额申购赎回

的流动性压力， 可以专注于组合收

益水平， 配置一些高收益的债券品

种， 并灵活运用杠杆及各种衍生工

具进行无风险套利， 从而也为追求

更高收益创造了条件。

四季度以来， 通胀预期升温使

央行不断出台紧缩政策， 这些政策

在短期内对债券市场形成了较大影

响。 不过，鹏华基金认为，当前债券

市场已经在预期下进行了大幅和较

为充分的调整。 从目前的收益率水

平看， 市场至少已经预调了两次加

息冲击。 在可预期的经济趋势下，目

前债券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的安全边

际，在中长期持有的情况下，收益性

或大于风险性。 （朱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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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久富核心:�业绩稳健 风控能力强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王 毅 周玉婵 代宏坤

在三季度上海证券基金评级中，

长城久富

3

年综合评级和风险控制

能力为五星级、择时能力和选证能力

为四星级。 总体而言，长城久富核心

成长基金长期业绩稳健、长期业绩优

于短期业绩、风险中等，适合稳健的

长期投资者。

长期业绩稳健

长城久富在熊市里表现良好，长

期业绩稳健。 在过去的

3

年中，该基

金在熊市里的表现良好，业绩好于基

准、但稍弱于同类基金。 从不同时间

段来看，该基金短期业绩一般，但中

长期的业绩优良。

例如， 该基金

1

个月、

3

个月和

6

个月的业绩排名都位列同类的后

50%

， 但两年排名位列同类基金的前

50%

、

3

年业绩排名位列同类基金的前

10%

， 说明在长期内更能体现该基金

的价值。 今年以来，该基金取得

7.03%

的收益，超过基准

7

个百分点。

风险中等

长城久富波动性和损失可能性

处于同类基金均值，风险中等。 经风

险调整后的超额收益排名靠前，损失

最大的年份是

2008

年熊市的

-

44.83%

， 但在该年业绩基准下跌

53.36%

，同类基金平均下跌

51.45%

。

总体上看，该基金的风险中等，适合

稳健的投资者。

仓位灵活 股票配置能力强

在今年前两个季度的弱势里，该

基金的仓位从

92.83%

一路下降到

79.47%

，因此上半年业绩在同类基金

中排名靠后， 表现不佳；

2010

年第三

季度， 该基金逐渐加仓至

86.7%

，随

着大盘上涨，净值增长较快。

长城久富行业配置广泛，在不同

时期的行业配置灵活。 在行业配置方

面，该基金在历史上涉及的行业比较

广泛，在机械设备仪表行业和金融保

险行业的配置较重。

持股集中度较高

从历史上看，该基金前十大重仓

股来看，长城久富所选择品种比较分

散，投资比重都较低，但持股集中度

较高，基本都保持在

40%

左右。

三季度，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有

较大变化，新加入人福医药、苏宁电

器、五粮液和哈药股份等。 该基金三

季度持股分散，主要以消费类股票为

主，重点关注成长性个股。

一次性定投

变相申购基金

证券时报记者 程俊琳

本报讯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近期银行客户

经理向客户推荐以一次性定投方式申购基金，

以节省部分申购费，这一模式受到客户的欢迎。

上海一家商业银行理财经理透露， 一般大

银行基金申购费率并无折扣， 对定投业务则有

4

至

8

折的优惠。 他推荐投资者开通定投，一次

性购买基金，在次月暂停扣款，以实现变相打折

申购基金。

“开通定投和一次性申购的操作并无过多

不同，只要申购完成并暂停下一次扣款，实际上

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打折申购基金， 是一种不

错的节约购买成本的方式。 ”据其透露，自己手

中的客户在掌握这一操作之后， 已经逐步接受

这种省钱方式。

一家基金公司销售负责人介绍， 目前基金

公司与银行约定定投激励， 在一定金额连续扣

款

3

期左右，才算银行成功开通定投业务。如果

银行渠道推荐客户用上述方式申购基金产品，

这相当于银行将部分原本可以获得的定投激励

返还了投资者。

借道双驱债基

对抗通货膨胀

证券时报记者 程俊琳

本报讯 近期， 担忧

CPI

继续上升的声音近

日不绝于耳，不断上涨的物价将直接导致老百姓

手里的钞票缩水。 对此，专业理财人士指出，未来

几年中国经济将持续温和通胀， 负利率将成常

态，跑赢通胀将成为投资理财的基本目标，兼具

“股债双驱”的债券基金或将成为抗通胀利器。

据了解， 正在发行的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

基金正是此类基金的典型代表， 自上市以来受

到投资者追捧。 该基金将由海富通固定收益组

合管理部总监邵佳民亲自管理。

随着全球通胀预期进一步升温， 农产品价

格上升、 能源和资源发展瓶颈及量化宽松货币

政策的流行等一系列引发通胀的因素都在加

剧。 对此，在海富通举办的“通胀预期下的固定

收益投资”主题报告会上，邵佳民表示，未来

3

年国际市场将面临温和通胀的趋势， 实际存款

利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持续为负。

据了解，相较于其他债券基金，海富通稳固

收益采用传统保本基金的“双重保险”策略，即

CPPI

和

TIPP

。该基金在费用上也为投资者精打

细算，不设认购费与申购费用，在持有

30

天后

免收赎回费。邵佳民较认为，基于目前对公司债

和企业债的综合判断， 这些债券未来

5

年内将

有较好的投资价值。

据介绍， 海富通稳固收益既可以参与一级

市场新股申购，也可以在二级市场上投资股票、

权证等权益类证券，投资比例不超过

20%

。

业内动态

筅秦红经典语录

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至今

长城久富

４９．０５％ －４４．８３％ ７４．３４％ ７．０３％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７８．７５％ －５３．３６％ ６７．８７％ ０．０８％

同类基金平均收益率

１００．７５％ －５１．４５％ ７０．８１％ ９．７６％

长城久富主题业绩相对平稳

基金净值

收益率

基准收益率 同类基金平均收益率 同类排名

最近一月回报

７．２７％ １１．３８％ １０．０８％ １７４ ／ ２２３

最近三月回报

２０．８６％ １７．７６％ ２１．７５％ １３４ ／ ２１７

最近六月回报

２５．８７％ １８．６９％ ２７．５２％ １２２ ／ ２０２

最近一年回报

１０．８６％ ２．２７％ １３．４７％ １０５ ／ １７５

最近两年回报

１１１．９８％ ７９．８０％ １０４．３２％ ４８ ／ １３５

最近三年回报

１５．６６％ －１８．０１％ －７．０８％ ７ ／ ９９

长城久富长期业绩好于短期业绩

数据来源

：

ｗｉｎｄ

，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１１．９

）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基金

（

LOF

）

成立于

2007

年

2

月

12

日

。

自成

立以来

，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取得了

53.44%

的收益

，

在同期

，

业绩比较

基准的涨幅为

40.04%

，

同类基金的平均涨幅为

77.76%

（

截至

2010

年

11

月

9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