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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精耕

VIP

客户 玩转财富俱乐部

证券时报记者 方 丽

本报讯 基金业竞争日趋激烈，除

了要在“正面战场”上打好业绩战外，

客户服务和增值体验同样需要努力经

营。 目前绝大多数基金公司都设立了

客户俱乐部，以“根据地”形式圈住客

户， 而这也许是未来基金销售竞争力

的来源之一。

目前，国投瑞银的“睿友会”、富国

基金的 “和富会”、 鹏华基金的 “鹏友

会”、广发基金的“广发圈”、交银施罗德

的“金伯乐”等，都已形成了有一定影响

力的俱乐部品牌。

以客户俱乐部为载体，基金公司正

在探寻客户俱乐部品牌化的营销之路。

比如以主题形式设立俱乐部。富国基金

“儿女教育俱乐部”近期正式成立，并且

举办了第一次会员活动，特邀业内权威

幼教专家朱家雄教为会员作了有关如

何教育学前儿童的巡回公益讲座。 同

样，上投摩根“亲子定投”的品牌也是投

资者耳熟能详，该公司相应设立了亲子

俱乐部。

目前，基金客户俱乐部已成为周年

庆回馈感恩系列活动的重要营销阵地。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营销人员表示，周年

庆对基金公司而言，是塑造公司品牌的

大好时机，基金公司活动往往围绕着客

户俱乐部进行，因此基金公司很看重与

投资者互动交流这一平台。 也正因为

此，基金公司对客户俱乐部的维护力度

也很强，经常开展累积积分兑奖、月度

抽奖等多种形式的互动活动。

此外， 基金公司非常重视客户俱

乐部的“互动”效应。据悉，广发基金的

“广发圈”类似人人网、开心网等

SNS

社区网站， 加入广发圈即可了解所有

“广发圈”中的好友动态，还可以分享

理财以外的其他生活话题， 营造了一

个社区平台的环境。实际上，不少基金

公司客户俱乐部有自己

BBS

、论坛，让

投资者进行自由沟通。 业内人士表示，

这能提高客户体验度与投资水平，以

此提高忠诚度，保证客户不流失，而且

及时沟通也能够了解投资者需求，有

利于基金公司进行客户维护。

除投资者外， 银行客户经理也是

基金公司重要的合作伙伴，因此，围绕

着客户经理的俱乐部纷纷出炉。 以招

商基金为例， 该公司为渠道合作伙伴

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服务模式———招商

基金客户经理俱乐部， 设计了多项为

客户经理提供增值服务的内容， 其中

包括专业研究和培训、基金经理服务、

互动交流、信息汇编、免费手机短信群

发服务、积分及奖励计划等。

三大看点显著汇集 收益预期较为明确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基金投资价值简析

银河高级分析师、基金研究总监 王群航

专 栏

近期， 中国基金市场的新基金

发行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为密集、最

为热烈的状态，

30

只左右的新基金

同时发行， 平均每两家基金公司就

有一家在发行新基金， 另一家还在

跃跃欲试。 在这么多的新基金里，上

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基金以其鲜

明的三大特点， 较为明确的收益预

期，值得广大投资者多多关注。

一、这是一只标准股票型基金：

有望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

在我们的基本投基策略中，对

于标准股票型基金的投资建议是：

重点关注。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作为

标准股票型基金， 就属于应该重点

关注之类。

之所以建议要重点关注标准股

票型基金， 是因为如果能够选择到

绩效良好的标准股票型基金进行投

资， 便有望获得超越市场平均水平

的收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此次发

行一只标准股票型基金， 还与该公

司的基金产品线发展战略有关，即

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是在把标准股

票型基金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截至

目前， 该公司旗下有

11

只基金，主

做股票的基金有

9

只， 其中有

7

只

是标准股票型基金。

标准股票型基金过去 6 年多来

绩效表现情况一览

年度

绩效最好的标准

股票型基金

标准股票型基金平均

净值增长率

２００４

年

１７．０６％ －０．４６％

２００５

年

１４．８４％ －８．２１％

２００６

年

１８２．２２％ １２１．４１％

２００７

年

２２６．２４％ １２６．８４％

２００８

年

－３３．４６％ －５０．６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６．０８％ ７１．５４％

２０１０

年

３７．１４％ ７．５８％

数据来源：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

部基金研究中心

数据整理：王群航

截止日期：2010 年 11 月 5 日

通过附表，我们可以对标准股

票型基金在以往各个年度里的绩

效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在

2004

年、

2005

年这样的一般性熊

市年份，绩效表现良好的标准股票

型基金依然可以获得正收益；在

2008

年度这样的大熊市年份，风

险控制措施较好的标准股票型基

金， 净值损失幅度仅为

1/3

；在

2006

年、

2007

年那样的大牛市年

份，绩效表现最好的标准股票型基

金， 净值可以较年初增长两倍多；

今年以来，截至

11

月

5

日，绩效表

现最好的标准股票型基金，净值增

长率已经是市场平均水平的五倍

左右。

二、 这是一只具有高仓位特征

的标准股票型基金： 股票投资风格

和净值波动特征类似标准指数型

基金

根据基金契约， 在未来的投资

运作中，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

基金的股票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

例为

80％－95％

。 这是一只具有高仓

位特征的标准股票型基金， 其最低

股票投资仓位比法定标准高出了

20

个百分点。

该基金的这种高仓位特征，首

先符合今年以来市场上的创新趋

势。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已经发行的

标准股票型基金有

45

只，其中有

5

只为高仓位的标准股票型基金。 在

此之前的市场上， 高仓位标准股票

型的发行量年均不足

1

只。 因此说，

高仓位的标准股票型基金从今年开

始显著增多， 是基金公司在产品数

量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横向丰

富同类型产品的基本做法之一。

高仓位的标准股票型基金之所

以今年以来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关

键在于此类基金的投资运作风格和

净值波动特征都十分类似标准指数

型基金。 而我们对于标准指数型基

金的基本投资建议是：必须配置。 因

为投资标准指数型基金是获得相当

于市场平均水平收益的最有效方

法， 它应该成为广大基民基金组合

里一个必须有的品种。

三、 这是一只以大盘蓝筹类股

票为主要投资对象的、 具有高仓位

特征的标准股票型基金： 收益来源

预期较为明确

根据基金契约， 上投摩根大盘

蓝筹股票型基金投资于大盘蓝筹股

票的比例不低于股票类资产的

80％

。 这也是这只基金之所以如此

命名的根本原因。

大盘蓝筹股通常在行业中处于

领先地位， 具备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和市场影响力， 该基金期望通过投

资这些股票， 力争最大程度地分享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中长期收

益，并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

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由此

而来的收益来源预期较为明确。

该基金将重点投资于在行业内

占有领先地位、 业绩良好且稳定增

长、 价值相对低估的大盘蓝筹公司

股票，这些股票主要包括以下特征：

（

1

）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2

）较强的

盈利能力， 收入和利润稳定增长；

（

3

） 在行业内具有领先的地位；（

4

）

治理结构良好， 管理规范， 信息透

明；（

5

）具有一定的估值优势。

大盘蓝筹拟任基金经理 罗建辉

13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历，现任上投摩根双核

平衡混合型股票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毕业于南京

大学， 获企业管理硕士，2009 年 7 月加入上投摩

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投资经理。在加入上投

摩根前曾任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 金鹰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基金经理助理， 平安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票投资经理。

指数基金的低成本优势

指数基金是证券市场中众多投资工具的

一种，它有别于主动型投资基金，是进行分散

化投资的被动投资方式， 有望获取与跟踪指

数大致相同的投资回报。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

展，投资者对市场的风险收益认识度的加深，

投资理念的专业化， 投资者对于指数基金的

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使得指数基金已经成为

目前市场中十分重要的投资方式之一。

很多投资者在国家宏观经济基本面向好

的预期下， 会倾向于选择投资指数基金来获

取投资收益，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从长期

来看，几乎很少有人能战胜市场，也很少有人

能持续做出正确的判断；第二，投资指数基金

比选择股票或进行主动型投资要简单得多，

对于投资者而言， 是既省力又实用的投资方

式；第三，指数基金拥有主动型基金所没有的

低成本优势。

对于选择指数基金进行长期投资的投资

者而言， 低成本利用复利累计获得更多的收

益，因此，低成本优势已经成为投资者选择指

数基金进行投资或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

指数基金的低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第一，指数基金进行的是“被动”投资，相

比于主动型基金，它的投资研究成本较低；基

金管理人通过买入指数成分股来跟踪指数，

使投资者获取与标的指数大致相同的收益，

因此， 指数基金的管理费和托管费均比主动

型基金的费用要低。例如，工银沪深

300

指数

基金、工银上证央企

50ETF

基金的管理费均

为

0.5%

，托管费均为

0.1%

，而大部分主动型

基金的管理费率在

1.5%

左右， 托管费在

0.25%

左右，两类基金的成本差异显而易见。

第二，指数基金的投资不做“择时”，不根

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仓位，因此交易成本比主

动型基金小。 绝大多数的开放式指数基金的仓

位均会根据基金合同和基准而保持在

90%

至

95%

之间，仓位的变动不会很大，费用也较小。

ETF

基金是特殊的指数基金，通常

ETF

基金的

基准为

100%

的标的指数， 相应的现金比例也

非常小，仓位几乎不发生变动，在成本方面也

要优于一般的股票基金。 在指数基金日常投资

运作过程中，基金管理人通常只在成分股发生

变动， 或普通指数基金需要满足投资者申购、

赎回的情况下才会进行成分股的交易， 从而

产生部分交易费用。 可见，在交易成本方面，

指数基金也比主动型基金更有优势。

第三，指数基金的申购、赎回费用通常也

小于主动型基金。 如果投资者利用指数基金

进行波段操作， 申购赎回费用比主动型基金

要低。 投资者还可以利用指数基金申购赎回

费用低的特点进行基金转换， 将低成本的效

应叠加以降低投资成本。此外，

ETF

基金份额

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买卖， 它的交易费用

通常也低于主动型基金和普通指数基金的申

购费用、赎回费用，为投资者降低成本。

基金理财感悟

我自从

2005

年

10

月开始购买

汇添富优势精选基金进行投资理财

以来，经历了这几年股市涨涨跌跌，

对于健康投资、 快乐理财有了一些

感悟，也积累了一些心得，愿意拿出

来与大家分享。

投资基金首先要做好学习的功

课。 当初我是在朋友的介绍和鼓励

下投资汇添富优势精选基金。 登上

投资基金的这艘理财大船后， 才知

道自己基金知识的贫乏和学习基金

知识的重要性。 从此每天上网查资

料、 听讲座成了我工作之余的必修

课。 通过学习，我对基金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 基金知识很快充实了我的

大脑，有了这些知识作为后盾，我在

准备购买一只基金时就能全面公正

地评价一家基金公司， 正确地对待

新老基金，平衡自己的基金组合，坚

持长期投资。

投资基金要有良好的心态。 我

买的基金也曾跌破面值， 最低达

0.96

元， 但我坚信中国的股权分置

改革一定能够成功， 基金应该和股

票一样成为中国居民家庭中一种不

可或缺的投资理财工具， 正是因为

有了这种坚持，我在

2006

、

2007

两年

均获得

100%

的基金投资收益。 现在

回过头来看看， 如果没有良好的心

态，这份收益一定会与我擦肩而过。

不少人在购买基金后每天都会

关注基金净值的变化情况， 计算当

天挣了或亏了多少钱，其实这大可

不必。 应该将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长

期理财工具，不需要时时关注基金

净值的涨跌。 手中有基金，心中无

基金，不以涨喜，不以跌悲，腾出更

多精力做你感兴趣的事，这样平和

的心态才能充分享受投资理财的

乐趣。

要合理搭配基金产品。 世上没

有只涨不跌的股市， 也没有只跌不

涨的股市，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

篮子里， 可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却不多。 从

2007

年四季度开始，股

市深幅调整，在这波调整中，债券型

基金出尽风头，很好地规避了风险，

股票型基金净值跌幅一般都在

20%

到

50%

之间。 我合理搭配了基金产

品，市值整体缩水不到

20%

。 在基金

品种的选择上，

40%

配置股票型基

金，

40%

配置债券型基金，

20%

配置

货币型基金。 此外，我还根据股市发

展变化情况， 对这些基金进行合理

转换，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尽力获取

收益最大化。 （郑学伟）

杜啦啦理财记：夹心族的定投法则

“小王，最近怎么了，总是见你无

精打采的？ ”啦啦认真问起。

“啦啦， 你说我怎么提得起精神

啊？ 我就属于典型的‘夹心族’，上有

老、下有小，两口子养活七口人。 特别

是今年女儿上小学后， 家里开支一下

加大了， 每月光是美术辅导班和音乐

辅导班就得要

1500

元。 你说，咱再穷

不能穷了教育啊！ 最近我爸身体也不

太好，每月医药费又得

1000

元。 你说

我还能一天神采奕奕的吗？ ”

“小王，何必这么悲观呢？其实，按

照你现在的收入，只要做好理财计划，

既能合理分配收入， 也可以实现资金

的保值增值， 为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

做好准备。 ”

“啦啦， 都知道你是理财专家，那

就请你给我指点指点吧！”小王一下振

作起精神。

“针对你这种‘夹心族’，投资回报

的稳定性对你来讲很重要， 基金定投

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它在固定的时

间、以固定的金额投资到指定的开放式

基金中。 当基金净值上涨时，买到的基

金份额较少；当净值下跌时，买到的份

额则较多。 这样一来，低点多买、高点少

买， 长期下来就可以有效摊低投资成

本、降低投资风险。 ”啦啦认真说起。

“基金定投我有一些了解， 不过不

知道实际操作该如何进行。 ”小王说道。

“其实，做定投有三个要素。第一，

根据个人风险收益特征、现金流、定投

期限和定投主题做好定投规划；第二，

选择定投产品， 也就是选择基金公司

和基金管理人， 建议尽量选择品牌公

司；第三，做好投资组合。 在了解了自

己的风险收益特征后， 据此选择不同

类型基金以及构建组合。 ”啦啦答道。

“我们两口子每月有大概

4000

元可做

投资，规划包括女儿的教育金、自己的

养老金和父母的养老金三方面。 我之

前了解到广发基金整体业绩还不错，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好品牌。但是，具体

该如何配置，还请啦啦赐教！ ”

“你的资金可按照

3:4:3

的比例进

行分类定投。 给你女儿做定投可以指

数型基金为主， 因为她有足够的时间

和指数一起成长， 广发沪深

300

指数

可做选择。相对来讲，你们两口子承受

风险的能力要强一些， 就以偏股型基

金为主， 给父母定投则要选择较稳定

的债券型基金或货币型基金。 ”

“啦啦，多谢你的指导啊，你这么

一说，我心里也踏实多了。我现在马上

上广发基金的网站去看看。 改天请你

吃饭！ ”

博时基金第四届

关爱助学活动即将落幕

本报讯

12

月

6

日， 博时基金

将在中山大学举办“‘善始于行，爱

在我心’———博时慈善基金会

2010

年关爱助学”现场捐赠活动。 这也

标志着博时基金第四届关爱助学

活动即将落幕。

博时慈善基金会于

2009

年

9

月

1

日经广东省民政厅批准正式

成立，原始基金数额为人民币

200

万元， 来源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无偿捐赠。 今年博时慈善基

金会共拨款逾

100

万元， 用于资

助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

大学、 南开大学等

20

所高校的近

230

名贫困新生。

（杜志鑫）

兴业全球基金荣膺

中国电子金融“金爵奖”

本报讯 日前， 在第四届中国

电子金融发展年会上，兴业全球基

金作为为数不多的基金公司，获得

“最佳网上基金公司”称号，这也是

兴业全球基金连续第三年在电子

金融“金爵奖”评选中获奖。

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对

Alexa

全球排名所做跟踪， 在

2010

三季

度排名中，兴业全球基金网站浏览

量仅次于华夏基金排名第二。

（张 哲）

基金公司不仅要保

证良好业绩， 客户服务

和增值体验还要全面做

好。 目前绝大多数基金

公司都设立了客户俱乐

部，并以此为载体，探寻

客户俱乐部品牌化的营

销之路。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基金

以其鲜明的三大特点， 值得广大投

资者多多关注。

这是一只标准股票型基金：有

望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

这是一只具有高仓位特征的股

票型基金： 股票投资风格和净值波

动特征类似标准指数型基金。

这是一只以大盘蓝筹类股票为

主要投资对象的、 具有高仓位特征

的标准股票型基金： 收益来源预期

较为明确。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