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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档案

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
11月 18 日开始发行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售时间：11 月 18 日至 12 月 15 日
投资范围： 股票资 产 占 基 金 资 产 的 60% 95%；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现金、权证、资产支
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
资的其他证券品种占基金资产的 5%-40%，其
中基金持有的权证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基金保留的现金和投资于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基金经理：管华雨，CFA，博士学历，8 年证券、
基金从业经验。 历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部投资经理、高级投资经理，信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分析师、 基金经理助理和基金经理。 其中
2007 年 5 月至 2010 年 5 月担任信诚四季红混合
型基金经理。 2010 年 6 月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现任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助理， 并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起担任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基
金经理至今。
购买细则： 持本人有效证件到交银施罗德基
金公司直销渠道或工行、农行、建行、交行等银行
及券商网点认购。
点评： 该基金将力图通过把握经济转型中的
结构性机会，寻找带动下轮增长的趋势优先行业。
该基金投资范围规定， 其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比例为 60%-95%。

大成深证成长 40ETF
11 月 23 日开始发行
基金名称：深证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40 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售时间：11 月 23 日到 12 月 13 日
投资范围：该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分股、备
选成分股以跟踪标的指数， 投资于标的指数成分
股或备选成分股的投资组合资产不低于基金资产
净值的 90%。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该基金还
可投资于新股、债券、回购、权证及中国证监会允
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基金经理：何光明，工学硕士，14 年证券从业
经历。 1999 年加入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
研究员、策略分析师、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基金经
理（
2004 年 12 月 15 日至 2006 年 1 月 20 日）、大
成价值增长基金经理助理、 大成积极成长基金经
理助理。 2008 年 1 月 12 日起担任大成价值增长
基金经理。
购买细则：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
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3 种方式。其中，网下现
金认购和网上现金认购的日期为 2010 年 11 月
23 日起到 2010 年 12 月 13 日， 网下股票认购的
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7 日起到 2010 年 12 月 13
日。
点评： 该基金是业内首只跟踪成长风格指数
的 ETF，契合“
十二五”规划“
调结构、促民生”的政
策方向。深证成长 40 指数中的相对新兴产业和相
对成熟产业行业权重比例为 77:23。

银河创新成长
11 月 29 日开始发行
基金名称：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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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及贷款业务管理进一步深化，房地产信托产品进行自查

监管层泼冷水 房地产信托产品暂停发行
相关人士分析，房地产信托产品发行不久就会恢复
证券时报记者 秦 利
火爆一时的房地产信托被泼了
一瓢冷水。 在银监会下发通知要求
信托公司自查房地产信托业务之后，
部分信托公司已经暂缓发行信托产
品。 但业内人士预计， 由于房地产
信托产品需求旺盛， 暂缓发行将只
是暂时的。

房地产信托井喷
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的公开数据
显示， 今年前三个季度投向房地产
领域的信托资金共计 2204.7 亿元。
房地产信托业务在信托公司中所占
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统计显示， 今
年第一季度末时， 资金信托中有
10.64%投向房地产； 到第二季度末
时， 这个比例升至了 11.35%； 而最
新数据显示， 截至第三季度末， 房
地产信托在资金信托中的占比已经
达到了 13.41%。
为何房地产信托如此火爆呢？
信托人士介绍， 主要是需求很旺盛，
房地产公司有融资的需求， 投资者
有投资的需求。 “
在证券私募开户
暂停后， 公司就将重点转向了房地
产信托， 该产品成为了公司上半年
发行筹资最多的产品， 这类产品也
相当受欢迎， 一般几个工作日就会
卖光了。” 北京一家信托公司人士告
诉记者。

监管层提示风险
在国家进行房地产调控的大背
景下， 房地产信托的井喷， 给人的
感觉是信托公司在和监管部门对着
干， 信托公司还是难以摆脱 “
坏孩
子” 的形象。
近日银监会下发 《
关于信托公
司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提示的通

知》， 要求各信托公司立即对房地产
信托业务进行合规性风险自查。 此
次检查的出发点是， “
近来， 信托
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增长迅速， 个
别信托公司开展这项业务不够审
慎”， 目的是 “
有效落实国家房地产
调控政策， 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信托
业务， 提高信托公司风险防范意识
和风险控制能力”。
《
通知》 对信托公司的要求是，
“
各信托公司应立即对房地产信托业
务进行合规性风险自查”。 逐笔分析
业务合规性和风险状况， 《
通知》
还对各地银监局有要求， “
各银监
局要督促信托公司在开展房地产信
托业务时审慎选择交易对手， 合理
把握规模扩张， 加强信托资金运用

监控， 严控对大型房企集团多头授
信、 集团成员内部关联风险， 积极
防范房地产市场调整风险。 对执行
不力的银监局， 银监会将予以通报，
并视情况追究相关责任。”
业内人士认为， 《
通知》 的出
台是今年监管部门对涉及房地产及
贷款业务的持续管理的一部分。 其
背景是房地产信托在今年增长较快，
风险是否可控成为各方关注的问题。
业内人士指出， 鉴于房地产信托业
务对于信托公司的重要性， 监管层
对于这项业务也是比较谨慎的， 监
管层不会像对待银信合作业务那样，
全面暂停房地产信托业务， 房地产
信托产品暂缓发行只是暂时， 不久
就会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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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收益约 10% 买房不如买信托产品
“
最近我经常登录一些信托公
司的网站， 查询看是否有新的房地
产信托产品发售。 ”张雨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资深的炒房客， 张雨放弃
了每日奔波于各个楼盘， 而是选择
了另外一种投资方式——
—房地产信
托产品。
“
我手机里存的信托经理的电话不
下 10 个，都是向我推荐房地产信托产品
的，目前的宏观调控下，买房子真的不如
买房地产信托产品省心。 ”张雨说。
以前难的是买到好房子， 但近
期张雨发现手里的房子卖出去也相
当麻烦。 除了市场需求减少以外，手

以前我在买
续也变得格外的复杂。 “
房子的时候会花更多的时间， 卖房
子只要交给中介就行了，现在发现卖
房子也开始变麻烦了。 首先是买家遇
到的麻烦增多了， 有的是贷款贷不下
来， 有的是又因为契税涨价了要返
价，总之烦不胜烦。 ”
据记者了解，近期在深圳，一项
自 10 月 1 日开始的取消契税、个人
所得税优惠的政策，执行 50 多天了
却还有很多购房者被蒙在鼓里。 根
据财政部规定，10 月 1 日开始，对个
人购买普通住房， 且该住房属于家
庭唯一住房的，减半征收契税；对个

人购买 90 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
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减
按 1%税率征收契税；凡不符合上述
规定的，不得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也
就是说，从 10 月 1 日开始，第二套
及以上住房(无论面积大小)，以及首
套非普通住宅(深圳指建筑面积 144
平方米以上的住房)都不能再享受契
税优惠政策，深圳契税从 1%增加到
了 3%。 有业内人士透露，有中介和
开发商有意向购房者“
屏蔽”这一利
空消息。 类似的情况很多，一时间出
现了卖房难。
在这种情况下， 部分青睐于房

地产投资的人士都将目光转向了房
地产信托产品。 平安信托有关人士
指出，“
房地产开发是一级市场，房
地产买卖交易则是二级市场。 而房
地产信托则是目前投资者参与到一
级市场、 分享其高额投资回报的唯
一渠道。 目前来看，二级市场的物业
投资预期回报率不断降低， 内含风
险不断升高，专业角度看，投资的安
全边界变得不理想。 ”
据了解， 目前房地产信托的收
益率每年在 10%左右， 远远高于银
行存款利率， 因此吸引了大量的高
端客户。
(秦 利)

谈谈打新股
刘行星
跟持续的负利率、 与其让存款
“
缩水”相比，打新股不失为一种收益
较高、风险较低的理财方式。 但，打新
股中签率低，如同买彩票。 只是新股
打不中，本金可以全额返还，仅损失
几天利息，投资风险较小。 另外，申购
新股不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
费用， 相对于买入已上市的股票来
说，节省了一些操作成本。
关于打新股的方法、 技巧等，众
说纷纭。 投资者可在体验中加以比
较。 打新股主要涉及如何择时、选股
和卖出等问题。
目前新股发行速度很快，一般每
周发行两批，大约平均每个交易日一
只。 如果连续 3 个交易日内先后有多
只新股发行， 资金就不能重复使用。

有人说，可以选择后期申购，因为前
期申购的资金已经冻结了很多，后期
申购更容易中签。 此说有一定道理，
但也不尽然。 因为中签率的高低与发
行量、发行价、申购限额、市盈率以及
行业、业绩、股市行情等因素都有关
系。 不过，选择后期申购不妨一试。
至于申购时段的选择问题，有人
说在上午十点半、下午两点前后中签
概率大。 实际上，新股摇号抽签是随
机的，难有规律可循。 有时申购几十
签、上百签都未必打中，然而也有的
只申购一签却一举中的。 从中签号的
分布以及资金利用效率上看，选择下
午两点半左右申购更好些。
中小股民资金有限，很难达到申
购上限全部申购。 这时，既可以在申

购下限尽量都申购，也可以集中申购
一只。 集中申购时，既可以选择申购
限额最少的一只，也可以选择申购一
签所需资金最少的一只。如果新股中，
既有深市的中小盘股也有沪市的大盘
股，应尽量申购中小盘股，因为它们上
市涨幅相对较高。 当然，也不能一概排
斥大盘股。 在上交所发行的股票中，也
有的发行量仅有一亿多股。 此类 “
袖
珍”股可以当作中小盘股来申购。
打新股有时候很难做到两全其
美。 行业热门、业绩较佳的新股上市
涨幅一般较高， 但中签率也会很低。
中签率较高的大盘股，上市涨幅一般
较低。 另外，也可以参考网下配售情
况，受到机构青睐的新股有时候上市
会有较好的表现。 为了锁定收益，中

签后， 新股上市首日最好逢高卖出。
尽管有的新股上市次日还会拉高甚
至涨停，但是下跌乃至跌停的情形也
不在少数。
也有的股民不屑于打新股。 因为
在股市低迷时，新股上市破发也是常
有的事。 但，新股破发的概率总体偏
小。 即使破发，大部分股票也用不了
多久就会回到发行价之上。 即便是像
中国石油这样的大盘股，长期处于发
行价以下，遭到很多股民非议，上市
首日的最高涨幅也接近翻了两倍。
总体而言，弱市行情更适合打新
股，市场行情看涨时打新股的优势减
弱，直接操作二级市场股票的盈利效
应更佳，二级市场才是主战场。 因为
打新需要大量资金， 中签概率有限，

而不像网下针对机构投资者的按比
例配售。 以今年 8 月发行的深市中小
板股金正大为例， 申购上限 8 万股
（
合 160 签），上限资金 120 万元。 根
据公布的中签号， 如果配号分布在
所需资金 39.75 万
7424-7476 之间 （
元），最多能中 3 签，如果配号分布在
所需资金 150 万元）之间，
24—224（
则一签都打不中。 如果按申购资金量
计算，以首日平均涨幅取整数 80%计
算，中一签、两签、三签的盈利比例分
别是 0.5%、1%、1.5%。
总之， 小资金打新股能中签，靠
的是执着、运气与策略。 如果长期坚
持，逢新必打，自有中签之日。 况且，
打新股操作简单， 省时省力操心少，
何乐而不为呢？

金
基金管理人：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售时间：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3 日
投资范围： 该基金投资的股票资产占基金资
产的 60%－95%，债券、现金等金融工具占基金资
产的比例为 5%-40%，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权证的
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资产支持证
券的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该基
金将不低于 80%的股票资产投资于具有创新能力
和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
基金经理：钱睿南，硕士研究生学历，10 年证
券从业经历。曾就职于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司、中
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6 月加入银河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交易主管、银河银泰理财
分红证券投资基金经理助理、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
基金经理，2009 年 8 月担任银河基金股票投资部
总监。
购买细则： 持本人有效证件到银河基金公司
直销渠道或招行、农行、建行等银行及券商网点认
购。
点评： 该基金采用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与自
下而上的股票选择相结合。在资产配置策略上，根
据对经济面、政策面、市场面等多因素分析，在投
资比例限制范围内， 确定或调整投资组合中股票
和债券的比例。
（
陈 墨）

投资还是消费？ 这是个问题
胡不归

不久前股市火爆的日子里，我却
没多少银子炒股，只好眼睁睁看着别
人赚钱。 一次，几位朋友闲聊之际，一
位仁兄说：“
你为什么不把你新买的
车卖掉呢？ 错过这波行情多可惜！ ”我
当即回答：“
我有病啊？ 我卖了车，即
使在股市里赚了钱，不还是要把车买
回来吗？ ”
回想起来， 这倒很像一个老段

—富翁和在海边晒太阳的流浪
子——
汉之间的那段对话。 富翁对流浪汉
说，你为什么不去打鱼呢？ 打鱼卖了
钱就可以买条船， 再打更多的鱼，然
后又可以买更多的船……最后你就
可以悠闲地在海边晒太阳了。 流浪汉
反诘：我现在不是正在晒太阳吗？ 每
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但结果却是殊
途同归，两人都认为躺在沙滩上惬意
地晒着太阳，乃人生之终极追求。 尽
管流浪汉的观点有些极端，但也多少
透露出些许投资与消费之间的逻辑
关系来。
我一直认为自己属于今朝有酒
今朝醉的类型，这一点在汶川大地震
后益发明显。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
夕祸福，人生如白驹过隙，何必苦苦
追求那无止境的金钱呢？ 赵本山不是
说了吗——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

于人死了钱还没花完。 因此，我的每
次大的消费（
抑或投资）活动，都是
“
量吾家之物力， 结商家之欢心”。
2004 年买房，首期都凑不够，还是托
人找了银行才搞定；2006 年初买第二
套房子，付了首期后，当月竟没钱吃
饭， 找朋友借了 5000 元才渡过难关
（
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找人借钱，且
是因为揭不开锅的缘故，可谓我人生
一大耻辱， 一笑）； 今年初买了这辆
车，也是砸锅卖铁，勉强凑够了车款。
我的消费观念大抵如此。 就在昨天，
一位同事带着揶揄的口气 “
奉承”我
开好车时，我还跟她急呢：“
我有什么
好羡慕的，以你的能力，买十辆也买
得起，你不买罢了。 ”事实上，她确实
有这个实力， 但她愿意每天挤公交
车，不过是消费观念乃至生活态度的
不同而已。

我们周围有太多这样的人，生活
克己勤俭， 却整日在股市上折腾，期
盼自己的资产不断增值。 更有甚者，
把大部分钱存在银行里，忍受高企的
CPI 带来的货币贬值。 股市上有句话，
钱只有花了才是自己的，账面上不过
是个数字。 信夫！ 曾与一位朋友聊天，
她的股票账户在鼎盛之际曾经超过
两百万，而现在，却连辆像样的车都
买不起。 此可谓明证。
话说回来，投资消费的方式也是
因人而异的。 有人善于理财，股票资
产翻了几十倍的大有人在，我等徒有
羡鱼情； 有人不善于理财如鄙人者，
也不在少数。 弄清楚自己属于哪种类
型，尤为重要。 人到中年的我，也是近
两年才搞明白自己到底属于哪块料。
浸淫股市亦经年矣，今年砸锅卖铁凑
车款时，盘点一番，才发现若干年来

投进去的钱， 清仓时仅仅多出来 400
大元。 看来我确实不是炒股票的料
啊，得，干脆将及时行乐进行到底吧。
如何进行到底呢？ 我又有了新的
打算， 鉴于新车被老婆霸着不让我
开， 我那辆开了七年的小破车又随
时有趴在路上的可能， 我正式向她
提出，拿出她的私房钱来做首期，我
来贷款再买一辆， 老婆大人也深明
大义，基本颔首。 目前此计划正在进
行中。
《
红楼梦》 有云： 人人都晓神仙
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身只恨聚无
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此话虽乃消
极遁世之慨，但在今天，却有着不
小的积极意义，国家不是正着急上
火调整经济结构， 大力拉动内需
吗？ 假如人人皆如鄙人，何患内需
拉不动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