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在售部分信托产品一览

证券简称 基金成立日 上半年表现（％）

投资类型

（二级分类）

股票仓位

（％）

第一大

重仓股

第二大

重仓股

第三大

重仓股

份额（亿）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２０１２－０６－１２ ３９．４１６４４６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６０．６００６

东方网力 旋极信息 博腾股份

５．６０２０

长城久利保本

２０１３－０４－１８ ２６．１１７８８６

偏债混合型基金

９．９７８１

华东医药 国投电力 伊利股份

５．８９７１

兴全轻资产

２０１２－０４－０５ ２４．６２４１９５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８９．８１５０

卫宁软件 新华医疗 乐视网

９．３４８２

兴全有机增长

２００９－０３－２５ ２２．５１２６８６

偏股混合型基金

７９．３２９０

卫宁软件 新华医疗 和佳股份

１４．６９０２

工银瑞信信息产业

２０１３－１１－１１ ２０．０７９５２３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７９．０８９０

千方科技 佳讯飞鸿 长亮科技

３．４８１５

华商价值精选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１９．１４６６５５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７３．３４４８

宋城演艺 华录百纳 勤上光电

６．０８８７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 １８．７９７８１４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９５．４７２９

天源迪科 润和软件 新文化

３．３７６９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

２０１３－０３－２７ １６．７１６９２６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９０．７１１６

光正集团 宗申动力 阳谷华泰

０．４６６８

长盛量化红利策略

２００９－１１－２５ １６．５９３４０７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６７．０７３７

聚飞光电 长盈精密 顺络电子

２．６５４０

长盛电子信息产业

２０１２－０３－２７ １６．３６８２８６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７０．２４３２

中国联通 海格通信 横店东磁

２３．５０１９

上半年十大牛基配置情况一览(截至 6 月 30 日)

（数据来源:WIND�王阡陌/制表）

Skill

财技

主编：肖国元 编辑：刘雯亮 2014 年 7 月 26 日 星期六

Tel

：(0755)83514165

A8

普吉的多面人妖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有人说， 和泰国美女搭讪要多留

个心眼。因为一不小心，你看到那些身

材曼妙、 娇艳无比的可人儿其实并不

是真正的女人。

身处泰国，小编也深有体会，人妖

几乎随处可见：无论是曼谷的街头、芭

提雅的秀场， 抑或普吉不起眼的街边

小店，你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

此次小编入住位于普吉卡塔海滩

的一家酒店。 距离酒店不到 200 米的

街头，有一家二、三十平方米的小店。

蓝白相间的桌布整洁地罩在一个个小

方桌上， 这样的街边小店在普吉各个

角落随处可见。

看到我们坐过来， 一位穿着性感

的女孩热情地和我们打着招呼。 一落

定， 小编才发现她白皙的脸庞涂着厚

厚的脂粉，身材略显发福，看上去 30

岁出头。 虽然画着浓妆， 可是她的面

相、突出的喉结和粗粗的声音，还是掩

盖不住身份———一个过了豆蔻年华、

过气的人妖。

就这样，在普吉的日子里，每当小

编路过这个小店，就会看到她：一样的

微笑，一样的妆容，一样的淡定。 招揽

游客是她每天的工作，日复一日，过着

重复而单调的生活。和其他人一样，她

从容地接受着人妖的身份， 并以此为

谋生手段。

出于礼貌的关系， 小编并没有过多

问及她的过去：为什么选择当人妖？为什

么在街头小店做服务员？太多的为什么，

对于我们来说，她就像个谜。

在泰国， 人妖被一概称之为“lady-

boy” 。 她们一般都来自生计艰难的贫苦

家庭。为了维持女性的身姿形态，她们不

得不打针、吃药、注射性激素、口服避孕

药，彻底打乱生理机能，令自己渐渐出现

女性化特征。为了变得更美，她们往往要

花大价钱整容塑身， 无疑令身心受到巨

大的伤害。 而且，她们的寿命偏短，平均

寿命只有 35 至 40 岁。

对于人妖来说， 她们放弃了正常男

人应该享有的一切， 放弃了家庭和爱情

的滋润，甚至放弃了生存的尊严和价值。

但是， 她们用畸形的美丽创造了大量的

经济价值。作为泰国经济支柱的旅游业，

人妖表演无疑撑起半边天，曾有“不看

人妖表演，不能算去过泰国”的说法。 芭

提雅每场 500 泰铢的人妖秀， 几乎场场

爆满。还有红灯区的各种秀，艳丽的人妖

会大胆地向观众展露其丰满的胸部和畸

形的下部，令人瞠目。

可是， 相比每场几十万泰铢的演出

收入， 她们自身所获报酬与之无法成正

比。 为此，一些年老色衰、收入不济的人

妖不得不从事低端服务， 甚至提供色情

服务，以维持生活和高昂的注射费用。在

看完演出的一个深夜， 小编看到某偏僻

处，一位红衣人妖穿着暴露，正在瑟瑟的

海风中招揽皮肉生意。

据悉，上世纪 90 年代，区区 6000 万

人口的泰国就有 2 万多人妖， 如今旅游

业的发展更让该数目有增无减。 虽然她

们衣着光鲜，外形靓丽，在歌舞升平的暧

昧夜色中吸引着世界各国游客的目光，

但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辛酸。 对于那些

抱着猎奇心理，那些鄙夷她们的人来说，

希望能够多一些理解，多一分尊重。

Liu Wenliang蒺s Column

雯苑杂谈

二季报掘金 三维度选基金

王阡陌

权益类公募基金属于 “大众情

人”， 是普通投资者参与股市的好帮

手。 这类产品众多，业绩差异巨大，首

尾差异往往超过

60

个百分点。恰逢基

金二季报披露完毕， 这些鲜活的数据

可以成为投资者三季度布局权益类基

金的指南。笔者建议，在目前市场震荡

的背景下， 不妨选择一些仓位中等偏

下、布局行业配置有前瞻性的基金，中

小型规模基金更占优。

一看仓位：

现金多后劲足

二季报基金仓位有两个数据值得

关注：其一，各类型基金基本处于减仓

状态， 尤其是二季度混合型基金减仓

近

2%

左右； 其二， 股票基金仓位为

83.82%

，处于历史中等水平，离“八八

魔咒”线还有一定距离，代表了偏股型

基金对二季度市场的谨慎态度。

在目前市场未出现明确系统性

机会的背景下， 不妨多观察下仓位

偏低“弹药”充足的基金。 天相投顾

数据显示，所有主动偏股型基金二季

末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共计

936

亿元， 占基金净值的比例为

8.26%

，

较一季度增加了

1.18

个百分点。 考

虑到基金要持有不少于

5%

的现金资

产应付流动性，偏股基金手中现金不

算太多。

数据还显示， 除去目前处于建仓

期的基金，股票仓位低于

60%

的权益

类型基金有

67

只。仓位最低的是天弘

安康养老，股票仓位仅

2.74%

；中欧优

选紧随其后， 仓位为

2.87%

； 国泰民

益、鹏华品牌传承、东方利群混合、华

夏永福养老等基金仓位也较低， 均不

足

10%

。

目前来看， 主流的基金仓位均在

70%

至

85%

之间， 达到

264

只； 更有

101

只基金仓位在

90%

以上， 这一数

量较前期有所下滑。 目前仓位最高的

甚至达到

96.93%

。

从基金公司的整体仓位数据看，

国联安基金、上海东方证券资产、天弘

基金、前海开源基金、安信基金整体仓

位较低，不到

60%

。 大型基金公司仓

位在多在

78%

至

81%

之间。 二季度末

有

3

家基金公司股票仓位超过

90%

，

分别为浦银安盛基金、德邦基金、摩根

士丹利华鑫基金。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不少处于建

仓期的新基金仓位都较低， 不少产品

不足

30%

。 另外，新发混合型基金一

般可以“全攻全守”，在震荡市场灵活

度更高， 投资者不妨重点关注上述两

类产品。不过，也需要注意仓位非常低

的权益类基金，主业可能是参与新股，

一旦股市有机会可能会“落后一步”。

二看配置思路：

布局改革新路线

基金投资布局往往是投资者关注

的重点。从二季度整体思路看，基金布

局加大了对传统产业的抛弃力度，重

点围绕“改革”为主的新兴产业。

好买数据显示， 股票型和混合型

基金二季度持仓中，金融业、农林牧渔

业和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增仓幅度较

大， 仓位分别上升

0.91%

、

0.40%

和

0.36%

；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

售业减仓幅度较大， 仓位分别下降

1.14%

、

0.41%

和

0.22%

。若从上半年来

看，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和社会

工作增仓幅度较大，金融业、建筑业和

房地产业减仓幅度较大。

具体到基金上，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公募基金最近两年

增持的重点， 配置比较多的基金公司

是富安达基金， 持有这一行业市值占

公司净值比例为

46.76%

。 此外，华润

元大基金、浦银安盛基金、银河基金、

华富基金、长安基金等配置比例较高，

相较行业平均水平有所“超配”。

第二大加仓对象文化、 体育和娱

乐业， 比较喜欢这样行业的是华润元

大基金公司， 持有市值占公司净值比

例为

8.81%

。 此外，泰信基金、浦银安

盛基金、益民基金、方正富邦基金也比

较偏爱。

第三大加仓行业为卫生和社会工

作， 富安达基金、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

金、长信基金、易方达基金、交银施罗

德基金比较喜爱。

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公募基金重

仓的第三大和第四大行业， 这两个

行业基本成为没落的“贵族”，但仍

有基金公司看好这两大行业。 如德

邦基金、 大成基金、 光大保德信基

金、金元惠理基金比较钟爱银行业；

光大保德信基金、华安基金、新华基

金、 建信基金等则比较钟爱房地产

行业。

其实， 各家公司对行业配置差

异很大，对于专业投资者来说，完全

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 “志同道

合”的基金。

三看规模：

中小规模更优

基金规模往往也是影响基金业

绩的因素之一， 最近几年一直上演

小规模基金好掉头的戏码， 因此建

议投资者多关注中小规模基金。

相对来说， 规模低于

10

亿元的

基金更为灵活，可以将资产较大比例

配置在小市值行业。 今年以来，净值

上涨幅度最高的

20

只偏股型基金

中，多数规模不足

20

个亿，可以看出

小规模产品的优势。 二季报数据也显

示， 规模在

2

亿元至

20

亿元之间的

基金有

456

只。

不过， 规模低于

1

亿的股票基金

受到申购赎回的影响较大， 往往需要

保留较多现金应对赎回， 影响投资效

果，值得投资者注意。 数据显示，目前

有

6

只权益类基金是“迷你”基金，其

中不少指数型产品。

除了规模过小会影响投资外，规

模太大对基金投资也可能产生影响。

因行业总资产分布不均衡， 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大规模基金的资金流动，使

之呈现类指数化特征。而且，规模较大

基金调仓成本较高。 天相投顾数据显

示， 规模超过

100

亿的股票型基金达

到

26

只， 规模较大的均是指数型基

金，超过

300

亿。此外，中邮成长、广发

聚丰、工银价值、添富均衡、博时增长、

博时新兴、诺安股票等属于“大块头”。

上海证券研究显示， 中等规模基金在

行业配置灵活程度、 仓位控制变化程

度、现金使用效率等方面相对较高，因

而具有较好的抗跌性和增长性。 长期

来说，在平均意义下，中等规模基金具

有一定的优势。

此外， 有些基金经理适合管理较

小的基金，一旦业绩好引来市场追捧，

规模提升往往导致业绩下滑。因此，在

关注基金规模时，不一定以大小论，但

一定要选择基金经理管理能力和基金

规模相匹配的产品。

“保险宝宝” 走红

宣传收益率还需观察

王阡陌

余额宝等宝宝们收益率节节走

低，京东、百度、淘宝等互联网大佬们

近期先后推出了年化预期收益率超

6%

的保险理财产品， 受到市场追捧。

不过，投资者需要注意，这类产品有达

不到这一高收益的风险。

近期来看， 网络保险产品发行红

火。京东金融联合珠江人寿推出“安赢

一号”保险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为

6.9%

， 产品推出两天就被卖光了，

市场反响异常火爆。 百度金融的保险

理财产品上线就售罄了， 理财期为

180

天，收益率预期达到

6.5%

。

具体来看， 京东金融联合珠江人

寿推出“安赢一号”保险理财产品属于

万能险，投资方向涵盖信贷、信托、基

础设施和不动产等多个投资计划。 业

内人士表示，这是这类产品收益率较高

的主要原因。 而且，京东本次推出的产

品属于投资理财型寿险险种，兼顾预期

年化收益率

6.9%

和身故赔偿账户价值

的

1.05

倍。 根据监管机构规定，类似的

万能险理财产品只能保证

2.5%

的收益。

并且在其产品合同书里面也没有注明保

障

6.9%

的收益，因此，最后能否达到，还

需要看产品的具体运作情况。 而这款产

品的寿险部分价值偏低。

好买基金认为，投资者在购买保险

理财产品时， 应认真审视其合约条款。

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只能保证

2.5%

的

收益率，互联网保险理财产品能否达到

其宣传的收益率还需静待观察。 另外，

该类产品往往不能自由赎回，如京东此

次产品提前赎回则要被扣取

4%

的退保

费。 投资者在购买此类产品时，不能简

单和余额宝等货币理财产品类同。

（数据来源：Wind�王阡陌/制表）

目前在售部分基金一览

看季报只需读懂一个内容

王阡陌

基金季报是基金最常见和常规的

运作报告， 也是投资者了解和认识基

金产品的重要渠道之一。 但是基金季

报数据复杂， 普通投资者往往不知道

如何下手。笔者看来，看季报只需了解

一个内容———基金经理的投资之道。

投资基金其实就是投资经理，因

为信任他的投资者能力，将辛苦钱交

给他打理。 每次季报和年报中透露的

投资风格、 投资理念以及投资思路，

都是投资者考察的重点。 这其中包括

两个方面内容：第一，对比下一季度

的投资思路和目前现阶段布局是否

切合，看看基金的组合和前十大重

仓股是否和基金经理对于后市的

观点一致，是否“知行合一” ，不是

则需要谨慎。

第二，投资者最好长期跟踪投

资组合报告，连续观察基金十大重

仓股、基金仓位、基金观点等，这是

真正了解基金经理的好办法。 若某

只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大半是大

盘蓝筹股且变化很小，这只基金的

投资风格可能趋于稳健；还可以通

过持股集中度来看基金经理是否

风格激进，集中度高的基金经理风

格会更积极一些。 最核心的是，考

察基金的投资风格是否对自己“胃

口” ，要避开“说一套、做一套” 的基金

经理。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真正能从持有

人角度考虑的基金，才是值得信任的基

金。 基金定期报告是否认真地完成，也

是基民需要考察的重点。现在有些基金

公司季报出现差错， 被迫发更正公告；

或者市场出现大跌，很多基金经理对亏

损情况闭口不谈，实际上都是一种不负

责任的行为。

此外，一般基金季报披露内容还包

括主要财务指标、基金净值表现、各项

费用、管理人报告、以及基金份额变动

情况等，这些都是需要投资者仔细考察

的数据。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投资类型 募集起始日

计划募集

截止日

基金管理人

基金

托管人

０００６８９．ＯＦ

前海开源新经济 灵活配置型基金

２０１４－７－２１ ２０１４－８－１５

前海开源 工商银行

０００７１１．ＯＦ

嘉实医疗保健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２０１４－７－１４ ２０１４－８－８

嘉实基金 中国银行

０００６８８．ＯＦ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２０１４－７－２１ ２０１４－８－８

景顺长城 建设银行

０００６９８．ＯＦ

宝盈科技

３０

灵活配置型基金

２０１４－７－２１ ２０１４－８－８

宝盈基金 农业银行

０００４８９．ＯＦ

光大岁末红利 中长期纯债型基金

２０１４－７－２１ ２０１４－８－８

光大保德信 建设银行

０００７２８．ＯＦ

工银瑞信目标收益 中长期纯债型基金

２０１４－７－２１ ２０１４－８－８

工银瑞信 浦东发展

０００６７９．ＯＦ

招商丰利 灵活配置型基金

２０１４－７－２１ ２０１４－８－８

招商基金 中国银行

５１３０３０．ＯＦ

华安国际龙头

（

ＤＡＸ

）

ＥＴＦ

国际

（

ＱＤＩＩ

）

股票型

基金

２０１４－７－１４ ２０１４－８－１

华安基金 招商银行

推介期 信托类别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受托人

期限 发行地 预期收益 投资领域

０７．２３ ～

贷款类信托 长沙创远置业贷款信托 中信信托

３６

月 北京

１０％

房地产

０７．２３ ～

其他投资信托

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１０

号

信托

万向信托

１８

月 杭州

８．８０％

基础设施

０７．２２ ～

其他投资信托 信实

４６

号信托 山西信托

２４

月 太原

９．５０％

基础设施

０７．２２ ～

组合投资信托 锦恒

６

号信托 四川信托

１２

月 成都

９％

０７．２２ ～

其他投资信托 信天翁

９９

号信托 国投信托

１２

月 北京

０７．２２ ～

组合投资信托

骏丰理财二十一期信托

（

２

年

）

华信信托

２４

月 大连

８．５０％

０７．２１ ～

股权投资信托

华商国际城股权投资

信托

四川信托

３６

月 成都

１０．８０％

房地产

０７．１７ ～

０８．１７

贷款类信托

力帆时代写字楼装修项

目信托

中铁信托

１２

月 成都

８．５０％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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