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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投资心魔

心魔， 其实就是人精神意志及

性格上的缺陷。 不能直面和战胜心

魔， 想要获得成功和超脱是难以想

象的。 在投资理财领域， 我们也需

要面对许多心魔并勇敢战胜之， 才

能赢得卓越的理财人生。

最常见的投资心魔， 就是盲目

从众心理，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羊

群效应”。 股市越是上升， 投资者

越会变得贪婪； 而当股市下跌， 投

资者便越发恐惧无休。 如果战胜不

了 “羊群效应” 的心魔， 投资者就

只好忍受一次又一次忙忙碌碌辛苦

付出的颗粒无收徒劳无功。 股神巴

菲特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从

不随波逐流， 能真正降伏自己的

“羊群” 心魔： “在别人贪婪时要

恐惧， 在别人恐惧时要贪婪。”

俗谚有云 “一朝被蛇咬， 十年

怕井绳”， 在资本市场上， 这种

“蛇咬效应” 与 “羊群效应” 一样

也是我们需要战胜的心魔。 遭遇一

次大跌重挫算不了什么， 坚持总

会等来下一次的强劲回升。 享有

“全球投资之父” 盛誉的约翰·邓

普顿始终对市场保持着一份乐观

与自信， 决不会因为一两次的挫

败就陷入 “蛇咬” 心魔不能自拔。

投资理财中的种种非理性情

绪和投资行为， 都可以理解为心

魔。 承认它的存在并不可怕， 关

键在于有恒心去战胜它。 不妨尝

试以 “吾日三省吾身” 的心态去

努力戒除投资心魔， 终有一天能

平静面对市场风云而进入 “得意

淡然， 失意坦然” 的投资境界。

（汇添富基金 刘劲文）

《变形金刚》与中国制造业之电子元器件

电影 《变形金刚》 第一部有这

样一个细节： 刚从塞伯坦星球来的

汽车人大黄蜂由于音响设备在战斗

中被损坏， 只能用车载广播中剪辑

来的声音和山姆交流， 所以发声相

当古怪。 在后期被救护车修好后，

大黄蜂的声音变得浑厚而富有磁性。

影片中大黄蜂的原型是通用家

族中的雪佛兰科迈罗跑车， 采用的

是美国波士顿

9

高级音响系统， 是

汽车音响设备中的一流品牌。 目前，

大功率多路输出、 多喇叭环回音响、

多碟式镭射

CD

等标准已成为汽车

音响领域的发展方向， 相比仅装配

无线电收音机的轿车时代， 早已是

天壤之别。 汽车音响的发展史浓缩

了电子技术的发展史。 电子技术的

每一项进步也不断反映在汽车音响

的创新和改良上。

以音响为代表的电子元器件行

业在我国的证券史上更是具有标志

性的意义， 这源于一家名叫飞乐音

响的上市公司。

1984

年底， 飞乐公

司发行股票

1

万股， 计

50

万元， 成

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上市公司。

1986

年

11

月

14

日， 邓小平将一张

飞乐音响股票赠送给来访的美国纽

约证交所主席约翰·范尔霖。 截至

2008

年初， 范尔霖的这一股， 已经

变成了

3183

股， 市值

10.76

万元，

回报率高达

2152

倍。

如今， 以飞乐音响为代表的

108

家上市公司被申银万国研究所

归类为电子元器件行业。 这其中有

绿色照明行业龙头三安光电， 有生

产平板显示屏的京东方

A

， 三星、

戴尔、 联想、 长城、 群创等知名

IT

企业是公司的主要客户； 还有生产

电容式触摸屏的莱宝高科， 我们正

在使用的苹果手机就是使用这家公

司的产品。

在刚刚开幕的深圳大运会上，

电子元器件行业也大有用武之地。

比如数万辆大运服务车都统一佩戴

上了 “电子身份证”， 这是采用了一

种被称为汽车电子标签的新技术，

即通过远端识别器实现了精确管理

车辆的目的。 而在中小板上市公司

中， 一家名为远望谷的企业正是这

一产品的生产者， 其凭借超高频射

频识别技术在细分市场中取得了领

先地位。

目前， 电子元器件行业正在向

更高科技含量的方向迈进， 一批拥

有核心技术的上市公司将会在未来

广阔的市场中大展拳脚， 其中的投

资机会不容忽视。

（广发基金市场部）

基金营销瞄准货币基金现金化

基金公司升级现金管家功能，以盘活货币基金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不仅可以进行基金转换， 现在

还可以通过基金现金管家支付信用

卡、 缴水电费、 还房贷……近日基

金公司营销重点放在 “

2.0

版的现金

管家” 上， 而着力点是对货币基金

支付能力的挖掘。

招商基金近期推出体验 “易管

家” 活动， 这是一种针对网上交易

客户个人现金管理功能服务。 在

“易管家” 账户中所持有的是招商现

金增利货币基金， 但相比传统的

“现金管家”， “易管家” 更具优势，

可以用来支付信用卡账单、 手机充

值、 还房贷、 买保险、 缴水电费、

投资基金、 汇款等， 在实际支付之

前都可以获取货币基金收益。 而且，

这一方式支持

4

家银行。

汇添富近期也在进行账户管理

升级活动， 对于成功升级 “添富通

行证” 的用户还可参与抽奖， 奖品

是

999

元至

2999

元的货币基金份

额。 所谓 “添富通行证”， 同样是统

一账户系统， 可以一证享受全方位

服务， 除了查看基金盈利状况、 交

易信息， 还可以免费跨行转账、 信

用卡还款服务， 更有每日机构研报

免费阅读与分享等。

实际上， 不少基金公司近期都

在宣传基金的 “现金管家” 功能。 而

基金公司是为了盘活货币基金， 实现

货币基金现金化， 使之具备一定的支

付功能。

业内人士表示， 之前基金公司纷

纷推出 “现金管家” 等账户管理业务，

账户下资产同样是货币基金， 但主要

是用于基金转换和定期定额转换， 而

目前基金公司是对这一功能进行升级，

使之不仅可用于信用卡等一些日常支

付， 还可进行大额资金的同行、 跨行

转账， 对持有人更有吸引力。

此前浦银安盛基金公司与中信银

行就合作推出货币基金信用卡关联还

款业务， 以实现货币基金现金化。 而

工商银行也曾联合

8

家基金公司的

7

只货币基金和

2

只短债基金一起推出

的 “利添利” 账户理财， 把活期储蓄

存款与货币市场、 短债等低风险基金

连接， 进行有效的投资管理和现金管

理的同时， 还可以实现工资、 房贷、

日常缴费、 消费开支等多个账户的有

效管理。

深圳一位基金公司人士表示， 货

币基金现金化可以实现基金公司和银

行的 “双赢”， 从基金公司的角度来

看， 这一功能能够增加公司的货币基

金规模， 而且发挥货币基金 “现金化”

的功能。 从银行角度看， 其便利性以

及收益性得到市场认可， 将会实现投

资人资产腾挪， 带来新的金融资产。 海

外市场中， 货币基金主要功能就是充当

“现金” 用于支付， 而目前国内宣传货

币基金过分强调收益率， 是舍本逐末。

此外， 深圳一位基金公司人士表

示， 市场疲软时， 基金公司纷纷将货币

基金作为营销重点， 也是近期不少基金

公司开始宣传 “现金管家” 的原因。 而

且， 发展直销平台是近年基金公司的重

要工作之一， 也受到了监管层方面的高

度重视， 而拓展网上交易功能也是基金

公司的主要任务。 数据显示， 基金网上

直销申购量已经成为个别基金公司除银

行代销渠道以外第二大销售渠道， 且

势头有增无减。

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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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

300

凸现“跨板”特性

截至

8

月

12

日收盘， 较

8

月

9

日的年内

新低点， 上证指数、 深证成指的涨幅分别为

6.38%

和

6.63%

， 沪深

300

也有

6.61%

的上涨；

前期跌幅较大的创业板和中小板指数则分别反

弹了

10.89%

和

8.58%

。 近期成为基金公司 “新

宠” 的深市第三代核心指数———深证

300

同样

表现突出， 涨幅达到了

8.06%

， 初步显现出

“跨板” 旗舰指数的特性。

据悉， 作为深证

100

的升级版， 深证

300

“跨板” 特性主要体现在其成分股分布上， 包

含了主板股票

232

只， 以及中小板股票

65

只、

创业板股票

3

只。 华安基金旗下正在发行的华

安深证

300

指数基金， 将通过跟踪的深证

300

指数， 深度掘金深市主板、 中小板和创业板的

个股潜力。

华安深证

300

指数基金拟任基金经理许之

彦说， 华安深证

300

指数基金将结合市值、 财

务指标、 行业权重等五大指标优化升级， 并随

着市场行业结构的变化、 个股流通股本、 个股

的相对强弱程度， 每个半年进行甄选变更， 使

得持有人的收益回报长期可期。 （张哲）

鹏华客户服务获两项大奖

近期， 鹏华基金连续获得 “第六届中国最

佳售后服务奖” 和 “

2010～2011

基金投资者最

佳服务奖” 两项服务大奖。

两个大奖分别从投资者和专业机构两个角

度进行评比， 使得同时获得两项大奖的鹏华基

金显得格外瞩目。

据了解， 为真实反映基金公司的服务水

平， 第六届中国最佳客户服务评选采用神秘客

户测评的方式全面考察企业服务， 涉及服务响

应、 基础服务规范、 业务解决能力等

3

大范畴

近

30

项指标。 而全景基金品牌 “

2010～2011

基金投资者最佳服务奖” 将认知度、 忠诚度、

真诚服务程度

3

项专业化定量指标作为评分数

据， 加权统计后进行排名。

鹏华基金副总裁曹毅表示， 鹏华基金始

终坚持 “

360

度服务客户”， 持续提升专业的

投资者服务水平， 力争以长期稳健的投资业

绩、 专业理财的服务来回报广大投资人。 目

前大多数客户都是通过代销机构投资基金，

基金公司只有把理财服务做得更加专业， 不

断提升持有人的投资体验， 才能吸引和留住

客户。

(

朱景锋

)

景顺长城第二届“精明理财杯”基金投资大赛系列报道一

稳健投资者领跑

杜志鑫

巴菲特曾经说过， “当潮水退

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是谁在裸

泳”。

7

月的

A

股市场就处在这样

一个潮水退去的时候， 上半月

A

股

市场略有反弹， 下半月持续走低。

不过即使是在如此低迷的市场环境

中， 参加由证券时报与景顺长城基

金公司举办的第二届 “精明理财

杯” 基金投资大赛的优秀选手仍然

取得了不菲的收益。

统计数据显示，

7

月份青年组、

中年组和老年组的前三名收益率均

超过

5%

。 同期

A

股沪深

300

指数

下跌

2.37%

， 上证

50

指数下跌

4.08%

， 深证成指下跌

0.99%

， 上证

基金指数下跌

2.1%

， 深证基金指数

下跌

1.43%

。 与此相比， 前三名的

优秀选手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 实

属不易。 这些排名较前的选手普遍

对基金投资有较成熟的理念， 稳健

操作为主， 选择的基金产品适应当

前的市场风格。

掌握投资常识

A

股市场作为新兴市场， 波动

和振荡幅度很大， 在这样的环境

下， 普通的基金投资者如果掌握一

些投资常识， 对大周期有所判断，

对自己的投资将起到锦上添花的作

用。 这点在取得好业绩的选手身上

表现得很明显。

与这些优秀选手近距离接触就

会发现， 他们在日常的投资和工作

中学习市场的规律， 对于宏观经

济、 资金面等方面都有关注， 因而

投资基金并非一成不变。 在把握大

周期的情况下， 适时对投资组合做

一些动态的调整， 可能会提高投

资的效率。

来自工商银行江西景德镇昌

河支行的谢玮在

7

月份取得了

7.55%

的高收益。 从他的操作记

录来看，

7

月份进行过货币市场

基金和股票型基金的转换 ， 适

时保存了

7

月上旬的胜利果实。

下半月的操作中， 谢玮持有的

均是货币市场基金， 使得他在

7

月下旬躲过了市场的大幅调整。

谢玮表示， 他平时非常关注

股市、 外汇、 期货以及黄金等方

面的情况，

7

月份他格外关注股

指期货， 通过观察发现，

7

月份

股指期货的空单头寸明显增多，

这表明一些大机构的看空情绪比

较明显。 再加上从经济基本面看，

通胀居高不下， 紧缩政策不断出

台， 经济有陷入滞胀的可能， 因

此， 他也比较看空市场， 所以在

操作中， 到了

7

月下旬， 他将原

先持有的中小盘股票型基金转换

成了货币市场基金躲避市场调整。

谢玮在

7

月份对基金组合做

了积极的调整 ， 但他特别强调

他参加过第一届比赛 ， 并将上

一届的持仓进行了保留 ， 并非

申购基金半个月就进行转换 。

谢玮认为， 对市场的预测并非

每次都能这么幸运 ， 在实际投

资中不会做太频繁的调整 ， 但

掌握一些判断市场的常识对投

资的帮助很大。

优异成绩取得可能与这些选

手都是渠道客户经理有关， 他们

掌握的投资知识比较多， 大多对

市场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并能

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整投资组合。

而上述取得优秀业绩的基金选手眼

中的调整蕴含两层意思： 一是在市

场格外动荡不安的时候， 投资者得

有所行动， 比如把持有的偏股型基

金转成货币市场基金， 在等到市场

情绪平稳的时候再转成偏股型基

金； 二是要关注市场的绝对价格和

安全边际， 在市场出现绝对机会的

时候， 要大胆买入， 就像巴菲特在

2008

年投资高盛和富国银行一样，

一旦在有较高安全边际的时候买

入基金， 未来的操作就要少动， 毕

竟 “时间是财富的价值”。

降低成本

买卖基金的成本其实是影响

收益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优秀选

手的操作轨迹看， 他们格外注重

买卖基金的成本， 所以在调整组

合的时候他们并不经常采取申购

和赎回， 而是运用转换， 即在同

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不同类型的

基金中转换来降低手续费对收益

的吞噬。

建设银行湖北孝感分行的鲁慧

民在老年组的排名中位列第一， 他

曾经在第一届比赛中赢得了 “精明

理财师” 大奖， 在过去一年的比赛

中以稳健投资著称。 鲁慧民每一次

申购基金都会仔细研究基金产品，

慎重选择， 选择之后也并不会轻易

调整。 他表示， 不会经常买卖基金，

如果需要调整基金组合， 也会运用

转换功能， 这样可以降低成本。 此

外，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理财中心

任智杰在

7

月份取得了

5.87%

的成

绩， 位列第三名， 在他的操作中，

在同一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之间的

转换也被运用到。

查询基金的申购、 赎回和转换

成本可以发现， 股票基金和货币市

场基金互相转换的策略可以省下大

约

1.1%

的交易费用。 同时， 换转基

金还可以省时， 一般来说， 办理基

金转换， 只需提交一次交易申请，

2

个工作日内交易确认。 而如果先赎

回基金

A

再申购基金

B

， 一般至少

需要

4

个工作日，

5

到

7

个工作日比

较普遍。

选基重选股能力

除了成本和大周期的把握， 基

民投资基金最重要的关键点还在于

选择基金产品。 鲁慧民表示， 近年

随着基金公司对银行渠道的培训逐

渐增多， 他在基金方面的投资理念

也日趋成熟。 在选择基金产品时，

他非常关注基金公司的基本面， 比

如基金公司高管团队是否稳定， 基

金经理的投资业绩是否具有可持续

性。 而随着产品种类的丰富， 一些

选手也在积极尝试杠杆类基金。 鲁慧

民

7

月份的好成绩就来自此类分级基

金。 由于分级产品较一般基金产品更

为复杂， 更需要对产品进行充分了

解， 审慎选择。

鲁慧民认为， 选择结构化产品，

最核心的问题是充分了解其分级运

作机制， 不同份额带来的风险收益

特征很不相同。 此外， 对比赛而言，

尽管不经常更换基金， 但旗下组合

还是应该保持较好的流动性， 分级

产品对不同份额的申购赎回安排也

不尽相同， 需要仔细把握。

第二届比赛延续了第一届的良

好氛围， 景顺长城基金表示， 在对

市场的判断、 对基金产品的选择

上， 选手们表现出的理性和稳健令

人欣赏。 “精明理财杯” 基金投资

大赛提供给这些一线客户经理基金

投资实操演练的机会， 已经成为不

少银行视为对旗下客户经理进行培

训的平台， 起到投资教育的作用。

国金证券基金研究总监张剑辉：

市场行情浓缩

强化配置策略

各位理财精英： 感谢景顺长城基金公司，

让我能够与大家再度相聚在景顺长城第二届

“精明理财杯” 基金模拟投资大赛。 在第一届

大赛的广泛影响力下， 我们看到本届大赛吸引

了更为 “庞大” 的理财精英加入， “精明理财

师” 头衔的含金量也将更高。

不过， 本届大赛的选手们将面临较上届更

为复杂的环境， 内外部政策及经济环境均面临

诸多不确定性， 经济增长下滑、 通胀上升、 政

策紧缩等等， 多重因素 “浓缩” 在未来一年的

市场行情中， 因此本届大赛是对各位理财师综

合能力以及耐力的全面考验。

第一届大赛中， 相当部分选手取得了十分

出色的业绩， 但究其策略， 基本上可以概括为

自下而上的产品选择以及自上而下的股债配置

和风格轮换。 随着公募基金产品线的延展以及

全球流动性在各市场 （含商品） 间的纠结， 自

上而下投资可创造超额收益的空间将大大拓

展。 当然这里所说的自上而下进行基金投资不

是 “单纯” 的股

/

债市场间的资产配置， 不同

国家区域市场的配置选择、 商品与股票及债券

市场的配置选择、 不同主题板块间的配置选

择， 都将使得自上而下投资策略的市场适应性

得到显著提升， 对自上而下策略较好的驾驭将

显著改善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 因此

本届各位理财师不妨注重强化下配置策略。

阶段来看， 市场近期的下跌一方面是源自

美国主权信用级别调整的冲击， 当然冲击目前

更多是心理层面， 另一方面则是对前期 “政策

放松预期” 的修正， 预期这些因素阶段仍将对

A

股乃至全球市场形成一定的制约， 因此建议

当前将组合风险控制在中等甚至中低 （相对组

合基准或者承受能力） 位置， 可适当在组合中

引入新兴市场

QDII

基金产品以及黄金类基金产

品。 相比之下， 债券市场在经受城投债引发的

系列冲击后， 存在修复的机会， 对于老年组不

失建仓好时机。 （

CIS

）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江赛春：

关注选股能力出色的基金

欧债危机的升级以及美国国债

评级的下调引发市场对全球经济下

滑的担忧， 加剧了国内市场的震荡。

但国内经济基本面在短期内并未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 通胀在三季度虽

然仍将维持高位， 但见顶回落已成

市场普遍预期， 通胀对市场的压制

作用将减弱。

一方面， 出于国际经济形势对国

内经济的冲击， 国内政策紧缩虽难于

放缓， 但定向宽松已成事实。 而另一

方面， 随着欧美新的刺激政策出台，

国际市场在短期内也有望企稳。 外患

虽难于在短期内从根本上得以缓解，

但内忧对市场的压制或将减弱， 市场

在短期内或有所反弹。

基于以上对市场环境的分析判

断， 以下三类风格的基金值得配置：

一是对政策和市场变化高度敏感，

同时在选时、 波段操作上也具有快

速反应能力的基金， 通过积极的组

合调整来应对市场波动； 二是在风

格配置上相对偏向低估值蓝筹股的

基金， 在市场风格向均衡回归过程

中具有优势； 三是风格和行业配置

相对均衡， 而自下而上选股能力突

出的基金， 在中长期有望保持相对

稳定的业绩。

专家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