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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被阔气分红“迷了眼”

梅双

今年以来，基金公司的“阔气”分红

风生水起。

每年一季度都是基金分红高峰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各类基金累计

分红近

600

次， 派现

900

亿元左右，而

2014

年、

2015

年同期大约分别分红

150

亿元、

300

亿元。

2016

年，平均每次派现

额相比往年尤为阔绰，基金每

10

份派现

0.5-2.5

元不等， 广发稳健增长今年更是

第

3

次派现。

粗略来看， 派现力度大的基金都具

有一定的业绩支撑， 去年股市虽大起大

落，但整体表现差强人意，业绩不错的基

金有钱可发， 且一季度基金销售也希望

“开门红”而借分红营销。 此外，今年以来

市场震荡幅度较大， 基金通过分红提前

锁定一部分收益，也是不错的选择。

基金分红，是指基金将收益（这部

分收益本来就是基金单位净值的一部

分） 的一部分以现金方式派发给基金

投资人，并不是基金公司给的钱。 简单

来说，就是把基金卖出有盈利的股票，

变成现金发给投资者，可以理解为“左

手倒右手”，投资者实际上并不会因为

分红而得到额外的收益。

对于分红次数， 封闭式基金每年不

得少于一次， 而开放式基金则由基金合

同约定。 一般而言，如果预测市场趋势向

下，可以通过分红，提前锁定收益变为现

金，以避免日后下跌吞噬浮盈。

分红方式分为两种。 其中，现金分红

是指收益分配时直接以现金形式， 将分

红的钱发放到投资者银行账户中，这是监

管机构规定的分红方式，也是默认的收益

分配方式。 对投资者而言，相当于

0

赎回

费的部分赎回。红利再投资则是在收益分

配时， 将分红的钱按除息日的份额净值，

自动转为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

投资者该如何选择分红方式呢？

笔者认为，如果不太看好后市或者正

好需要现金， 现金分红可以锁定收益，并

且没有赎回费。相反，如果看好后市走势，

那就选择红利再投资，相当于免掉再投资

的申购费。

正是因为基金分红派发的现金是基

金净值的一部分，分红后，基金单位净值

会相应有所降低，累积净值不会改变。 所

以，归根到底，还是要优选业绩稳健的适

合投资者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而不

必过分在乎分红。

如果看好一只基金，分红之前和分红

之后买入有什么太大区别吗？如果在分红

之前买入基金，分红后又变为现金，相当

于浪费了申购费，不过选择分红再投资就

不存在这个问题。 相反，在分红之后购买

基金， 基金单位净值因分红有所下降，可

以买到比分红前更多份额，但投资者的出

资总额都是一样的。本质上差异不算特别

大，毕竟投资收益关键还是看后期基金的

业绩表现。

此外，基金分红并不一定就是好事。

分红需要基金卖出有盈利的股票， 转化

为现金分给投资者， 大量分红意味着大

量卖出股票，可能对市场带来不利预期。

大规模分红， 可能是基金经理对后市不

乐观，借助高分红来变相减仓。

定投是基金投资的最好方式

程喻

有一个勤奋的朋友，最近考上

了知名学府的

MBA

，他学到了一个

在股市上只赚不亏的方法，就是在

每个月固定的时间里，买入固定金

额的股票， 在高点时全部抛售，落

袋为安。

朋友对上述操作手法深信不

疑，作为

IT

界人士，他接触过的金

融工具只有房贷和银行理财产

品。 然而但凡有点投资经验的股

民都知道， 从来都不存在什么战

无不胜、 攻无不克的股市发家大

法，如果有，那么肯定是遇到了骗

子。 只是他所说的方法，确实是一

种适合广大普通百姓的理财方

式，不过不是买股票，是买基金。

买股票是

1/2000

的选择，而买基金

是一揽子的股票选择，再加上有

投资比例和仓位限制，能从根本

上杜绝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

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普通投资者，

能做到定时定额买入，那么恭喜

你，你已经是普通投资者里最聪

明的那一类。

因为定投是基金投资最好

的方式，没有之一，什么分红，什

么申赎灵活通通都是浮云。 理由

有二：第一，你无法判断当前市

场高低，也无法判断未来趋势，

而基金定投是时段投资， 而不

是时点投资（单笔买入），即使

开始定投的时候处于市场高

点，但是随着市场下跌，成本不

断摊低，市场反弹（无须回到买

点时）就能回本并赚取收益。 第

二，要听过来人的话，尤其是投

资大师的话。

关于投资，彼得林奇与巴菲特

的观点惊人地相似。 巴菲特不下十

次向投资者喊话定投基金， 而且指

定是指数型基金， 他认为通过定投

指数基金，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投资

者往往能够战胜大部分的专业投资

者。而彼得林奇认为，如果投资者能

够不为经济形势焦虑， 不看重市场

状况， 只是按照固定的计划进行投

资，其成绩往往好于那些成天研究，

试图预测市场并据此买卖的人。

看到这里，你是否觉得自己已

经找到了发家致富的方法， 但是请

注意，此处有三个大“

ＢＵＧ

”。 首先，

战胜专业投资者并不代表能赚钱。

这里有一个鲜活的例子， 一个小伙

伴，从

2013

年

8

月起每月定投

100

元，坚持

26

个月依然亏损，原因很

简单， 在此期间， 大盘下跌了约

20%

，而这位小伙伴账户余额

2523

元，亏损

74

元，亏损不到

3%

，战胜

了大多数的基金经理。但这样的对

比，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并没有什

么安慰，因为利润是他们唯一的心

愿，如果定投基金还要亏损，还不

如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其次， 巴菲特和彼得林奇都

是传奇人物，他们经历了数次牛

熊并都恢复了元气，尽管期间股

市跌跌涨涨，科技和社会却一直

在进步 ，甚至是大跨越 ，所以每

次衰退都为下一次的飞跃铺平

了道路。但是现在，谁知道？更重

要的是，这两位大师都活得足够

的长。

第三， 基金定投是无法让你

成为“巴菲特”的，如果认真研究股

市，专研上市公司，这个市场从来不

缺乏神话，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

通过定投基金达到了财富指数级增

长，因为它从来都不是发财手段，而

只是可以较大概率获取超越银行

理财收益率的手段。 其实这样已经

足够，难道不是么？

一季度往往是基金的分红高峰期， 由于今年的分

红格外豪爽，让很多投资者再次关注到基金。基金分红

后，“落袋为安” 还是再投资？ 这让部分投资者开始纠

结。 那么该如何正确地进行基金投资呢？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符海问

随着居民财富的不断增长，投

资基金越来越受到欢迎。

笔者印象中基金销售最好的时

候是

2007

年，

A

股已处在历史上最

轰轰烈烈的一轮大牛市。 当时不少

人在银行排队买基金， 最终收益如

何？很遗憾，高位买入的不少投资者

到今日也没能回本。 虽然去年出现

了一轮牛市， 但来得太快， 去得更

快， 人们还未缓过神来， 牛市已结

束。更要命的是，某些已缓过神来的

投资者， 后来发现还不如一直没缓

过神来更好， 因为只要在高点参与

了，股市动不动就跌停，使得基金净

值直线缩水，那种感觉真是不好受。

现在，又到了基金分红高峰期，因为

某些基金公司去年业绩还不错，所

以分红很豪爽， 基金投资再度吸

引了大家的眼球。那么，到底应该

怎么看待基金投资呢？ 基金分红

后，“落袋为安”还是再投资？笔者

试图以多年在证券市场折腾的经

验，来和大家交流。

基金投资，无非就两种形式，

一种是一次性投入， 另一种是定

投。不管哪种形式，都是需要用脑

先思考再做出投资决定的。 先说

第一种形式，即一次性投入的，这

是最普遍的。做出这种决定的人通

常有两种情况，要么是看到别人买

基金赚到了钱，要么是觉得自己没

有专业能力，委托给基金经理帮自

己打理。 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要思

考目前的风险收益比的。特别是对

于看到别人买基金赚了钱再去买

基金的投资者，就跟看到别人买股

票赚了钱再买股票一样，通常是买在

了高位，结果不是长时间被套，就是

不得不割肉赎回。 不可否认，市场上

部分基金经理能力确实不错，但从国

内外相关统计结果来看，相当一部分

基金经理是跑不过大盘的，这就意味

着，当市场进入熊市时，你投入基金

的钱，一样会亏损。 千万不要认为你

把钱交给了基金经理， 他就能稳稳

当当帮你赚钱了。 当市场下跌时，基

金照样大概率亏钱， 区别只在于亏

多亏少而已。 因此，如果打算投资基

金，应当好好地思考一下，当前市场

安全边际如何， 市场普遍疯狂还是

普遍谨慎。

如果自己不好判断， 还有一种

办法，就是定投，这是一种几乎不用

思考的投资方式。 所谓定投，就是定

期定额投资基金的简称。 大致原理

是，市场是呈周期性波动的，涨跌是

互现的，不可能一直涨，也不可能一

直跌，涨多了就跌，跌多了就涨，如此

循环下去。 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不

管涨也好，跌也罢，定期定额地买入

就好，但要记得在市场大涨，你的基

金净值大幅增长时，果断卖出。 事情

都是两面性，这种方式好是好，但没

多少人能坚持下来，因为实在太耗时

间了。特别是不小心在股票指数相对

高位时，你每个月买入的基金，净值

都会不断往下掉，你不断投入的钱就

像掉进无底洞， 这是很考验人耐心

的。 但其实只要坚持下去就好，因为

每隔几年， 市场就会来一轮牛市，牛

市里你记得果断赎回就好。 含泪播

种，欢乐收割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 你买的基金和投资标的

的选择也有很大的关系， 牛市里如

果基金经理标的选得好，净值自然就

增长得快。但选对基金经理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 从统计数据来看，既

然不少基金经理跑不赢指数，那是否

可以考虑定投以指数为投资标的基

金呢？ 赚指数的涨幅，就可以打败市

场上大多数的投资者。笔者作为一个

具备

15

年从业经历的证券从业人

员，从实践来看，还是强烈建议非专

业的投资者，采取定投的方式投资基

金，只要坚持，持续盈利的概率极大。

对了， 买基金并不一定要到银行，证

券公司一样可以的，而且从专业性来

看，证券公司似乎更占优势。

总之，一次性买入也好，定投也

好，都是需要一定的思考的，千万不

要跟风，毕竟钱是你自己的，不花点

时间和精力，就想赚钱，这几乎是不可

能的。

官兵/漫画

买基金

永远都是在“买人”

陈楚

到底该如何买基金

?

那么多的基金产品，

到底该从哪些标准入手去鉴别好与坏？从现有

的评价标准来看， 买基金的标准可谓五花八

门，比如过往业绩、回撤、投资风格等。 但说千

道万，其实买基金的标准也就一句话，买基金

永远都是“买人”。

对于公募基金来说，其唯一的确定性，就

在于它具有不确定性。 此话怎讲？ 在基金经理

频繁变动的当下，如果基金经理离职了，这只

公募基金产品尽管名字还是原来的名字，但

因为基金资产管理人变动了， 也就意味着基

金的投资风格、投资理念、选股风格等早已今

非昔比，完全跟原来没有什么关系了。

不同的基金经理，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会

有很大的差别。既然如此，当基金经理变动时，

如果你根据这只基金过往的业绩记录来买基

金， 只能是反映了过往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

新的基金经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压根

儿不清楚。基金过往的业绩记录对购买基金是

没有任何参考意义的。

但实际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投资者在

购买基金时，大部分还是根据某只基金过往的

业绩来决定是否购买，而不管基金经理是否已

经有了变动。 某只基金业绩好，只能证明某位

基金经理过往的投资风格是适合于市场的，未

来怎么样，谁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购买基

金， 最主要的还是要看这只基金的管理者，基

金经理到底有什么样的投资风格、他的过往业

绩、知识背景等。这其实又有一个问题，在部分

公募基金公司里面，基金经理的决策，其实很

大程度上受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以及投资总

监的限制和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对基金

的业绩产生影响。

根据笔者多年的经验，既然公募基金的业

绩受到如此多因素的影响， 那么到底该如何

购买基金呢？ 一句话：买品牌基金公司旗下的

品牌基金。 品牌的基金公司经过了多年的积

累，既然有了一定的品牌，必然是在很多方面

做得比同行要好。 公司旗下的品牌基金，是公

司下大力气要维护好的， 品牌基金公司的品

牌基金，基金公司一定会高度重视，派最得力

的基金经理和投研团队进行管理。 虽然购买

品牌基金公司旗下的品牌基金不一定就让投

资者赚钱， 但至少赚钱或者跑赢同行的概率

要大得多。

而对于私募基金来说，公司的文化和投资

风格，主要是由私募基金的创始人决定的。 只

要私募基金的产品不清盘、 私募基金公司不

倒闭，私募基金产品的业绩，主要还是由私募

基金公司的创始人决定。 也就是说，对于大部

分私募基金来说， 私募基金的投资理念和投

资风格， 就是私募基金老板的投资理念和投

资风格。 而私募老板的投资理念和投资风格，

一般是不会有大的变动的， 虽然市场的风格

在变，但私募老板的投资风格是不会轻易发生

改变的。

有的私募老板就是喜欢中小创股票、有的

私募老板主要是做价值投资的、 有的私募老

板主要是做趋势投资的，那么，不同的市场风

格， 就决定了不同的私募老板会有什么样的

业绩表现。 比如大涨大跌的市场行情里，趋势

投资的私募老板就很受用； 蓝筹股大涨的时

代，钟情中小创股票的私募老板就不大适应。

对于私募基金来说，产品的确定性是较大的，

因为私募老板的投资理念和投资风格是相对

确定的。 买私募，就是买私募老板，这句话非

常有道理。

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投资者

在购买产品时，买的都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