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行业里的拳王

提到泰森， 就会想到曾经在美

国拳坛叱咤风雨的拳王， 他的拳头

间迸发的力量往往令人惊魂不已，

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 “泰森时代”。

在全球食品加工行业， 恰好有一个

同名食品公司———美国泰森食品

（

Tyson Foods Inc.

）， 其在行业内的

攻击力绝不亚于拳王的拳头， 称得

上 “拳王” 级肉制品公司。

美国泰森食品创始于

1935

年，

总公司位于美国阿肯色州，

2001

年

与美国

IBP

公司合并， 成为全球最

大的鸡肉、 牛肉、 猪肉供应商及生

产商。 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 该公

司占据美国鸡肉市场

25%

的市场份

额， 名列世界 《财富》

500

强中第

二大食品加工企业。 作为全球麦当

劳、 肯德基以及沃尔玛肉制品的主

要供应商， 今天， 泰森食品公司的

拳头已经挥舞到全球九十多个国

家， 全球雇员

10.7

万人， 工厂办事

处三百多家。

根据公司披露的业绩报告，

2009

年

5

月 至

2010

年

5

月 期

间， 泰森食品实现净销售额

284

亿 美 元 ， 连 续 四 年 平 均 增 长

2.7%

。

2008

年

11

月以来， 泰森

的股票便驶入上升通道， 上涨

趋势一致延续到现在， 涨幅达

到

3.3

倍左右， 为投资人带来了

丰硕的回报。

在中国市场上泰森食品公司同

样大展拳脚。

2001

年

5

月， 公司与

中国企业携手创立山东泰森大龙食

品， 开启了一路攻城拔寨的中国之

旅。

2010

年， 泰森食品公司在中国

投资达

4.5

亿美元， 设立了

11

个分

公司， 拥有雇员八千余人， 在中国

肉鸡行业排名前

5

位。

很多欲投资全球市场的投资

者， 常苦于距离及文化所限 ， 无

法确定投资哪些企业更合算 ， 即

使国际板开通， 投资瓶颈短时间

内也很难突破。 这种情况下 ， 投

资者不妨考虑借道标普全球农业

指数。 该指数不仅包括美国泰森

这样的大型肉制品企业， 还包括

美国孟山都、 加拿大钾肥、 约翰

迪尔等公司， 行业涉及粮食加工、

化肥生产以及农机制造等领域 ，

可以说覆盖了农产品生产、 加工、

运输、 销售的全产业链。

近日来， 长江中下游湘、 鄂、

赣、 皖、 苏五省的大旱， 加重了人

们对于食品价格上涨的担忧； 此外，

近期从欧洲到美国均出现了旱涝灾

害天气， 欧洲小麦受灾面积占到了

总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二， 导致其小

麦现货价格上涨了

8%

左右。 由粮价

而引发的通胀预期成为全球关注的

焦点， 而标普全球农业指数的出台，

正是为投资者提供了抗通胀的良好

投资标的。

目前正在发行的广发全球农业

指数基金， 是国内首只， 也是唯一

一只投资于标普全球农业指数的基

金， 兼收并蓄了高增长性企业与稳

定增长企业， 适合于稳健型投资者

配置海外资产。

（广发基金市场部）

投资有道 逆向而行

刘劲文

晋朝著名画家顾恺之很爱吃甘

蔗， 每次都是先从甘蔗尾吃起， 慢

慢才吃到甘蔗头。 这正好和一般人

的吃法相反。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

吃， 顾恺之回答说： “这样吃才能

渐入佳境呀！” 从尾到头， 先苦后

甜， 渐入佳境， 顾恺之倒啖甘蔗与

投资艺术中的逆向投资颇有些异曲

同工之妙。

“羊群效应” 在投资中极为常

见， 投资者总是习惯于一窝蜂地买

入或卖出， 逆向投资则恰恰 “反其

道而行之”。 “人弃我取， 人取我

与” 的古人经商智慧， 其实也可说

是逆向投资的一种体现。

严格意义上的逆向投资理论，

最早是由被投资百科网选为最伟

大投资家之一的戴维·德雷曼提出

来的。 德雷曼认为人性贪婪与恐

惧的弱点在股市中表露无遗， 投

资者情绪会导致股价大幅偏离其

内在价值， 而利用投资者的错误

反向投资往往能获得相当丰厚的

回报。 他的主要投资方法是在股

价受到打击的时候买入市盈率、

市净率较低但分红高于平均水平

的股票。 德雷曼表示， 成功运用

其投资方法的一个关键点是： 不

要期望你所采用的策略在市场上

马上就能成功， 给它一个起作用

的时间。

明星基金经理约翰·聂夫也被

认为是典型的逆向投资者： “对我

们来说， 丑陋的股票往往是美丽

的。” 正是凭借着这种独特的投资

风格， 约翰·聂夫获得了令人瞩目

的投资业绩， 在长达

31

年执掌温

莎基金的过程中

22

次跑赢市场， 基

金增长

55.46

倍， 平均年复利回报

率

13.7%

。 约翰·聂夫投资方法的

一大精髓就是低市盈率逆向投资。

对于周期性行业， 他只购买那些预

计市盈率就要跌到底部的股票； 而

对于成长性行业中的稳健公司， 只

有当被坏消息打击而进入低市盈率

状态时他才加以关注。 此外， 他还

强调要坚定卖出策略， 在基本面变

坏或者股价达到目标价格时要有卖

出的决心。 约翰·聂夫的经典投资

案例是对花旗银行的投资。 凭借对

花旗各项业务的深入认识以及对管

理层的信任， 在股价下跌的过程中

持续买入， 获得了非常高的回报。

在众人趋之若鹜之时能保持冷

静， 当大家心惊胆寒之时勇于逆流

而上， 这就是大师的逆向投资之道。

当然， 逆向投资绝不仅仅于

此。 成功的逆向投资至少需要做到

以下三点： 第一， 对行业或企业基

本面有深入的认识； 第二， 在关键

时点敢于挑战主流认识， 做出与大

部分投资者相反的决策； 第三， 要

有足够的持股耐心。 相信对于能够

管理好自己情绪而且足够用功的投

资者， 一定有机会做到这三点让你

的投资从此如顾恺之吃甘蔗般渐入

佳境。

（作者单位： 汇添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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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市投基赚钱概率大 基金持续营销正当时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上周，

A

股延续下跌态势， 大

盘创出近

9

个月以来收盘新低。 伴

随股市的节节败退， 偏股基金今年

的跌幅加大， 整体跌幅超过

11％

。

受股市及偏股基金表现不佳影响，

投资者 “买涨不买跌” 的心态加

剧， 从而造成新基金发行陷入异常

困难的境地。

从首发规模上看， 今年基金难

发程度为史上之最， 据统计， 截至

上周五， 今年以来共有

95

只新基金

成立， 为历史上成立新基金最为密

集的时期， 但是， 单只基金平均首

发规模却仅有

16.83

亿元， 比

2008

年大熊市中新基金平均

18.20

亿元

的首发规模还要低。 特别是

4

月中

下旬以来， 由于股市持续下跌， 基

金销售成绩异常难堪， 据统计，

6

月以来成立的

16

只新基金中， 仅有

4

只首发规模超过

10

亿元， 而首发

规模不足

5

亿的基金达到

5

只， 规

模最小的卖了不到

3

个亿。

毫无疑问， 当前是基金营销

最为艰难的时期， 投资者因为害

怕损失不敢入市。 但是， 作为专

业的投资管理人， 基金公司必须

明白， 而且基金历史已经多次证

明， 唯有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入

市才有更大可能性最终盈利。 市

场越低迷， 越应该加大持续营销

的力度， 引导投资者摒弃恐惧思

想积极布局未来， 这正是基金公

司价值的体现。

对于投资者来说， 购买基金

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在通

胀高企的情况下， 保持财富的保

值和增值， 说白了就是赚钱， 这

是一个绝对收益的概念。 如果把

购买基金看作是一笔买卖， 那要取

得收益有两个很简单的方法， 一是

买的成本尽可能低， 另一个是卖出

尽可能高的价格。 每次市场下跌都

为投资者以低廉的成本做基金买卖

提供了机会， 众所周知，

A

股最著

名也是最惨烈的下跌发生在

2008

年， 上证指数从年初的

5000

多点一

直下跌到

10

月底的

1664

点才收手，

当时可以说是

A

股最为凄惨的时期，

新基金发行艰难， 大量新基金延长

募集期。 但正是当时入市的投资者，

却赚取了最为丰厚的回报。 据统计，

截至上周五，

2008

年成立的

58

只偏

股基金中仅有

3

只没赚到钱， 其余

全部为投资者带来了正回报， 当年

10

月

23

日成立的华夏策略累计净值

已经达到

2.4110

元， 收益率超过

30％

的基金也比比皆是。

2008

年成立的新基金的表现充

分证明， 股市显著下跌对已有的投

资者固然说是场灾难， 但对于持币

的投资者来说无疑正是入市的良机，

因此， 已经入市的投资者可以采取

逐步补仓的策略摊薄成本， 为尽快

回本赢得时间。 尚未入市的投资者

应当逐步介入， 才能在股市高涨时

赚得一笔。

对基金公司来说， 让投资者赚到

钱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保证，

赚到钱的投资者是最好的广告。 既然

如此， 基金公司就应该迎难而上， 拿

出专业精神来， 在股市低迷时加大投

资者教育工作， 加大持续营销力度，

积极引导投资者购买行为。 弱市加强

持续营销， 这无论对于投资者、 对基

金公司还是基金业来说， 都是有裨益

的： 投资者最终赚到了钱， 基金公司

赢得了口碑， 基金业获得了可持续发

展的动力。

基金跨界营销

步入高峰期

证券时报记者 程俊琳

一直苦恼于如何进行营销创新

的基金公司今年找到了新方向， 跳

出基金本身的跨界营销渐成气候，

这种跨大类融合的营销方式也使基

金逐步融入新的领域群体， 互相寻

求新的合作契机。

日前， 海富通基金总经理田仁

灿的新书 《这样投资更幸福》 面

世， 陆续在全国书城销售； 华富基

金副总经理邹牧带着自己的理财培

训团队重走长征路； 富国基金围绕

其奢侈品基金开展了 “全国奢侈品

寻宝之旅”； 华泰柏瑞昨日在上海

联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志愿者服务

队、 工行上海分行直属团委、 中华

义工联合会上海分站开展 “我是爱

心达人———关爱自闭症公益慈善集

市”； 兴业基金赞助的 “未来大师”

音乐会正持续进行中； 还有其他多

家基金公司正开展不同规模的营销

活动， 涉及不同行业和领域。

事实上， 在过去一两年中， 已

有基金公司开始了跨界营销探索，

例如鹏华基金在去年配合其中证

500

指数基金的发行， 推出 “两个

伍佰” 主题营销活动， 首次实现金

融界与娱乐圈联动。 虽然推出之

初， 其联手娱乐圈的做法遭到了同

行质疑， 但不可否认的是， 此次跨

界营销给市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成

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同行能第一个

能回忆起的营销主题。 此后， 嘉实

基金与中网公司签约五年， 正式成

为中国网球公开赛举办以来首家基

金类白金赞助商。

不过， 无论如何进行营销创

新， 基金公司均围绕着投资这一主

题， 基金公司的跨界营销追求的是

从投资的各个层面进行新的营销突

破。 海富通基金公司总经理田仁灿

也告诉记者， “之所以出版 《这样

投资更幸福》， 是因为投资幸福感

与每一位投资人切实相关， 基金投

资涉及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突破固有范围， 进行跨界营

销实际上也是基金公司传统营销手

段黔驴技穷的结果， 投资者对于宣

讲会、 发纪念品等方式已不感冒，

要想吸引投资者， 只能先去吸引他

们的眼球。” 北京某基金公司市场

部负责人表示。 有关营销专家指

出， 跨界营销的优势在于打破了传

统的营销思维模式， 寻求非业内

的合作伙伴， 发挥不同类别品牌

的协同效应。 与传统的基金营销

模式相比， 跨界营销更易于承担

品牌发展的重任， 提供给客户不

一样的新鲜感受， 激发客户的认同

感和积极性。

也有基金公司人士认为， 目前

的跨界营销还处于初级阶段， 很多

基金公司在寻找非业内合作伙伴

时， 是一种短期化的契合考虑， 仅

从噱头角度出发， 并未形成长期合

作。 “营销创新是基金公司日后的

重要课题， 但核心竞争力更应该在

投资业绩上。” 该人士表示。

父亲节感恩留言

鹏华基金力推情感营销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母亲节、 父亲节前后， 鹏华基金在官方网

站 “鹏友会” 平台推出了 “母亲节、 父亲节我

们做点什么

?

” 主题活动， 半个月内就吸引了

近两千名客户留言分享感恩父母的金点子。 鹏

华基金近年来力推情感营销， 其 “

360

度全方

位服务客户” 的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鹏华基金

持有人的认同。

“鹏友会金点子” 是鹏华基金从

2010

年

初开始打造的客户服务新平台， 通过客户发言

的形式实现与客户的互动交流， 为客户提供了

一个相互之间交流观点、 分享好点子的平台。

迄今鹏华基金已举行了

4

期 “金点子” 活动，

客户反响良好， 参与度较高， 不管是客户的投

资理财， 还是生活情感， 都可从中获得启迪。

鹏华基金副总裁曹毅一直认为营销应以客

户为本。 鹏华基金借助投资者俱乐部 “鹏友

会” 持续开展了一系列持有人服务活动， 以

360

度服务客户为宗旨， 通过与投资者零距离

接触， 促进鹏华与客户、 客户与客户之间的互

动交流， 从而更好地把握客户需求， 为客户带

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在投资者享受到贴心、 专

业、 个性化的投资理财服务的背后， 是鹏华基

金打造基金公司客户服务新模式的努力尝试。

布局西部金融后台中心

诺安成都客服中心成立

证券时报记者 余子君

国内金融巨头区域布局再谋新篇。 证券时

报记者日前从诺安基金了解到， 经过精心筹

备， 诺安基金成都客服中心近期正式成立， 落

子成都高新区天府新谷。 继建行、 工行、 招

行、 农行、 兴业银行、 银联商务、 泰康人寿等

金融巨头在蓉城设立客服中心之后， 国内基金

业新贵也开始将客服中心移址到中国最具发展

潜力的金融后台服务业集聚区。

诺安基金总裁助理刘东表示， 诺安客服中

心坐落于成都高新区天府新谷， 该园区信息辐

射范围广， 人力、 生活成本较低， 有利于公司

节约成本， 增加效益。 而且成都市政府对于正

在规划建设的西部金融中心， 政策支持力度

大， 符合诺安基金客服部门的发展规划。

诺安基金客服部门负责人透露， 诺安基金

成都客服中心的发展目标是： 以招行白金服务

团队理念作为标准和要求， 完成服务理念灌

输， 理清客服服务流程。 同时与时俱进地学习

专业知识， 努力打造一支最专业的客服团队。

将客服工作分组， 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 成为

电话咨询中的百宝箱。

融通深成指工商银行定投

今日开通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融通基金日前公告称， 融通深成指将于

6

月

20

日开通中国工商银行定投业务并参加

“

2011

倾心回馈” 定投优惠活动， 定投前端申

购费率享受

8

折优惠。

随着融通深成指开通定投， 这家以定投著

称的基金公司在工行又多了一种定投产品。 据

悉， 融通基金是业内最早开展定投业务的公司

之一， 仅融通深

100

单只基金的定投客户数就

超过

50

万户， 公司定投客户数突破

60

万户。

融通深成指以深证成分指数为跟踪标的，

被称为融通深证

100

的 “精华版”。 业内人士

认为， 深证成分指数波动较大， 适合做定投标

的。 同时， 投资者应注意， 近期市场下跌， 正

是积累低成本份额的好时机， 尽量不要在低点

停止定投。 等市场转暖后， 净值走高， 定投的

优势就会凸现出来。

华富基金理财长征路

走进山东

证券时报记者 程俊琳

日前， 华富基金理财长征路受山东建设银

行特邀， 在山东省开展了 “通胀在你眼前， 我

们在你身边” 系列活动。 受山东建设银行特

邀， 华富基金走进山东， 两家机构携手以 “红

色财富” 为主题， 陆续在济南、 济宁、 烟台、

潍坊、 淄博、 东营、 威海等地开展一系列的红

色教育和普及理财知识的讲座。

据悉， 在之前江西、 贵州举办的多场华富

基金理财长征路活动中， 华富基金与参会者进

行了良好的面对面交流。 华富基金理财分析师

还详细介绍了定投应有的心态以及定投时机，

受到投资者欢迎， 山东、 吉林、 江苏等计划外

省份都积极要求参与。

据了解， 华富理财长征路近日已进入计划

行程的第三站———湖南长沙， 与投资者面对面

开展普及理财知识的系列公益活动。

基金公司微博开得快“织”得慢

目前在证券微博、新浪和腾讯开通官方微博的基金公司已有

22

家、

45

家和

28

家，但更新速度慢，可读性不高

证券时报记者 李湉湉

在这个微博无所不在的年代

里， 基金公司的营销触角自然也

伸向了这一领域， 纷纷在门户网

站开通官方微博。 但是， 受基金

公司制度的限制， 微博开通后，

更新迟缓， 可读性不高。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发现， 目前

已经有

22

家基金公司开通证券微

博，

45

家基金公司在新浪开通了官

方微博，

28

家基金公司在腾讯开通

了官方微博。 有业内人士指出， 基

金公司现阶段的微博营销已经不再

局限于公司新闻、 净值变化和产品

发行， 互动性更强的 “微调查”、

“微访谈” 等营销方式正在走俏。

在开通微博潮流中， 基金公司

获得了不少投资者的追捧。 统计显

示， 截至昨日， 在新浪开通官方微

博的

45

家基金公司中， 华夏基金获

得

49169

名粉丝， 位居榜首； 紧随

其后的是国投瑞银基金， 粉丝数量

也高达

37318

名， 南方基金则以粉

丝

24768

名排名第三， 还有多家基

金公司粉丝数量超过

10000

名。

尽管已经形成了人数众多的粉

丝群， 但多数基金公司的微博仍然

停留在 “新瓶装老酒” 的初级阶

段， 只是简单地复制了自家公司的

最新动态、 基金净值变化以及对市

场的观点等， 其微博平台只是相当

于官方网站的一个 “缩写版 ” ，

“织” 微博的速度相当缓慢。

一些基金公司的微博由于更新

速度较慢、 内容陈旧， 粉丝数量寥

寥无几。 “微博本来就是以一个传

播最新信息和有别于官方渠道的民

间平台， 如果内容乏善可陈、 没有

参与性， 很容易在信息量浩如烟海

的众多微博里被边缘化。” 有业内人

士透露于基金公司公开发布的内容

需要经过公司稽核部审查， 程序比

较麻烦， 所以通常是把已经审核过

的内容同时发到网站和微博上， 并

没有针对微博发布的内容进行专门

开发， 导致其微博可读性不高。

不过， 已经有基金公司的微博营

销已经不再局限于公司新闻、 净值变

化和产品发行， 而是采取互动性更强

的 “微调查”、 “微访谈” 等营销方

式。 比如， 国投瑞银就通过微博开展

“

3000

点

9

日谈” 的 “微调查” 活动。

“微博营销可以不是直接宣传产品或

者业绩， 而是通过互动活动、 调查或

者访谈的形式， 进行市场调查、 投资

者情绪管理， 掌握投资者的心理， 培

养投资者对基金公司的认知度， 从而

达到品牌营销的目的。” 有基金公司

市场部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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