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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优秀企业股基今起发行

中银优秀企业股票基金于1月6日开始发行。

该基金将把不低于80%的非现金基金资产投资于

优秀企业股票， 目前该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甘霖

拥有20年证券从业经验，其管理的中银收益基金、

中银蓝筹基金等多只绩优产品曾在业内多项权威

评比中夺得大奖。

中银基金相关人士表示，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

定调全面深化改革，产业升级、国企改革、环保治理、

医疗卫生体制等改革议题预计将引爆新的经济增

长点，催生一批优秀企业。中银优秀企业股票基金将

把握“改革元年”开年契机，锁定受益行业，从中挑

选公司治理结构良好、盈利能力强、具备核心竞争力

和成长能力的杰出企业，让投资者充分分享企业价

值增长带来的超额收益。（田露）

嘉实9只基金年收益超20%

2013年尘埃落定， 偏股方向基金整体受益成

长股狂欢收获近四年来最好收成。海通数据显示，

嘉实成长和嘉实泰和不仅在各自类型中荣膺三年

期 “收益王” ， 而且在2013年分别取得28.09%、

33.90%的净值增长率。 嘉实研究精选27.70%、嘉

实领先成长26.44%、嘉实价值优势24.35%也同列

标准股票型基金前1/3。 在指数投资领域，嘉实中

创400ETF及其联接基金分别以41.09%和38.86%

的净值增长率分别排进同类型前3名。

自2010年12月30日至2013年12月30日的3

年里， 总体给投资者带来正回报的基金只有350

只，占比仅为44.6%。 其中，3年来基金的复权单位

净值增长率在15%以上的只有47只， 其中嘉实基

金占得三只：嘉实研究精选（22.36%）、嘉实成长

（20.98%）和嘉实泰和（20.68%），均超过20%，

大公司中长期业绩优势得以显现。 (曹乘瑜)

工银瑞信旗下基金整体领先

根据海通证券2013年《基金公司权益及固定

收益类资产业绩排行榜》， 在2013年规模前十的

基金公司中， 工银瑞信固定收益类基金绝对收益

位居榜首，权益类基金绝对收益排名第七。另据银

河数据显示，去年工银瑞信旗下9只产品回报率跻

身同类前十，其中3只荣登冠军宝座。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固定收益类产品方面，工

银货币去年以4.38%的回报率摘得货币基金A类桂

冠， 工银纯债定期开放债基亦拔得同类业绩头筹。

工银双利债基A、B，工银强债B，工银7天理财债券

A、B业绩均排名同类前十；权益类基金在2013年上

演大涨好戏，工银主题策略、工银稳健成长和工银

睿智中证500分级指基分别取得31.03%、29.19%、

14.71%的净值增长率，均位居同类前1/5；此外，工

银瑞信海外投资也创佳绩，工银全球精选股基和工

银全球股基分别为投资者带来29.28%、19.26%的总

回报，夺得同类状元和榜眼之位，远超混股型QDII

基金全年4.85%的平均涨幅。（曹淑彦）

货基高收益仍将延续

“马太效应”逐步显现

□

本报记者 江沂

“货基改变生活” 已经成了

公募基金的共识， 而2014年元

旦、春节两个节日的临近，也令

去年四季度以来的货基高收益

还要“再飞一会” 。 但据中国证

券报记者了解，目前互联网货币

基金营销的马太效应已经十分

明显，基金公司想入场抢筹要付

出的成本将会更高。

IPO重启因素不可小视

过去的一个月，市场资金紧

张， 货币基金收益率也水涨船

高。 据wind统计，全市场货币基

金中，过往一个月收益最高的易

方达月月利 B， 收益已达到

0.66%, 继续跑赢大部分的纯债

基金。 在去年12月底，基金公司

的网络营销平台上将狂飙到8%

以上的货基七日年化收益率作

为重要卖点吸引申购资金，也令

一些过往从未接触过货币基金

的投资者感觉颇具吸引力，这已

成为重要基金网络销售平台吸

客的手段。

而据记者了解，预计目前到

一季度末， 货币市场基金还将

保持较高的收益水平。“值得关

注的是新股开闸后带来的资金

流向改变， 一个是新股融资将

分流一部分资金， 另外一个则

是 ‘打新’ 带来的脉冲式的资

金紧张或会重现， 后者对货币

市场基金的冲击可能更大些。 ”

深圳一位投资总监告诉记者。

在往年， 在某一些新股发行的

节点，因为机构腾挪资金打新，

市场会出现短暂的资金紧张局

面，同期货基7日年化收益率也

出现脉冲式飙升。 由于本次新

股停发持续时间最长， 市场认

为抢新热情不可小视。

强势平台收费越来越高

目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

互联网销售平台是货基抢筹的

主战场，但记者了解到，随着各

家基金入场鏖战，基金公司需要

付出的成本将越来越高。

“我们首次合作的货币市场

基金， 谈下来的条件不太好，持

有人T+0赎回需要我们自己垫

资，随着申购资金的增加，我们

每次需要垫资越来越多，压力非

常大，但后期合作的基金公司都

愿意用自有资金垫资，条件优惠

多了。 ” 深圳一家第三方基金销

售机构的负责人如是说。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一

些销售能力更强的网络销售平

台， 目前的尾随收费不比银行

销售低， 但基金公司仍然趋之

若鹜。“如果我们下的任务网络

第三方销售可以做到， 保有量

也可以， 我们愿意付出与银行

类似的成本。 ” 一个中型基金公

司的市场部总经理坦言， 为了

完成销售任务， 一些网络销售

平台提出的附加收费， 他们都

会考虑参与。 而在基金淘宝店

上，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更高，店

面还没开，光培训费等，就付出

十几万。 “强者恒强，好的平台

收费越来越高，但若有效，基金

公司近几年还是愿意在这块加

大投入。 ”

南方现金增利B夺冠货币基金

互联网金融热潮带动货币

基金成为2013年基金业最大的

黑马， 随着基金投资成绩单放

榜，2013年货币基金的赚钱能

力比拼结果终于揭晓。银河证券

数据显示，2013年全市场纳入

统计的85只货币基金平均收益

为3.9236%，远远跑赢银行一年

定存利息，其中南方现金增利B

以4.6133%的收益率高居2013

货币基金收益榜榜首，成为过去

一年最赚钱的货币基金。分类来

看， 在可比的33只货币基金（B

类）中，南方现金增利B领衔；52

只货币基金（A类）中，南方现

金增利A同样有着良好的表现，

以4.3637%的收益率位列同类

第2。 （郑洞宇）

适度开放从业人员需求 加强投资者信披

———解读《基金从业人员证券投资管理指引（试行）》

□

晨星（中国）研究中心 王蕊

2013年12月30日，中国基金

业协会颁布《基金从业人员证券

投资管理指引 （试行）》（以下

简称《指引》），为基金管理公司

如何管理从业人员的证券投资

行为提供了基本规范，也寄予协

会促进行业发展的殷切希望。

《指引》 通过加强行业自律、促

进从业人员提升职业操守水平，

维护行业竞争秩序和社会声誉。

其基石与宗旨围绕保护持有人

利益， 倡导从基金公司做起，提

高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营造合

规经营的制度文化环境并努力

创造良好的投资者环境。 一言以

蔽之，只有投资者赢了，行业最

终才能赢。

《指引》以持有人利益优先

为制度安排的纲领，并强调当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与个人利益

发生冲突时，严格遵循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 纵观美

国共同基金行业，共同基金雇员

个人的投资交易活动也会受到

各种联邦证券法规的限制。 这些

法规的基石都是受托人责任标

准。 共同基金作为客户的受托

人，信任和托付财产共同构建了

信托责任的实质性内容，其标准

要求共同基金忠实于客户，为其

客户的最佳利益行事，并始终把

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

大禹治水在于疏而不在于

堵。 一些发达的金融市场，海外

基金经理也可以自行投资，相

应的监管机构均要求基金公司

披露任何可能导致和投资者利

益冲突的信息。 以共同基金行

业发达的美国市场为例， 共同

基金雇员个人的投资交易活动

会受到各种联邦证券法规的限

制。 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

描述一下共同基金在解决雇员

个人账号交易与客户利益发生

冲突的流程。

首先， 如果出现潜在的冲

突， 共同基金和其从业人员必

须采纳对客户有利的方法解决

问题。 客户的利益将优先于共

同基金和其员工的切身利益；

其次， 共同基金的从业人员在

从事一笔证券购买或销售时，

需要填写相关的表格进行信息

披露， 这种预披露机制是为了

保护共同基金以及从业人员，

以至于不会出现可能的利益冲

突；第三，从业人员必须在打算

交易和执行交易的当天提前递

交表格并获得批准， 交易也必

须在当天执行。 如果当天未执

行交易， 从业人员必须重新递

交表格并再次等待批准；第四，

从业人员必须连续持有单一持

仓至少30天。 因此，参考海外基

金公司的一些做法， 适度开放

从业人员的投资需求， 关键是

制定严格监管措施和加强对投

资者的信息披露， 构建基金业

从业人员自律原则， 提高从业

人员的道德标准和出现违规行

为后的高处罚机制。

在做好监管的前提下适度

开放国内从业人员投资禁令，不

失为留住人才的一种有益尝试。

从业人员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

不仅实现了职业的使命感，也同

时满足了他们天然的投资需求。

总之，《指引》 体现了行业

监管机构开放、包容、规范、透

明的心态， 并引导基金从业人

员证券投资进入规范运作和良

性循环。

银华基金邹维娜：

债市未来表现主要取决于货币政策

2013年，我国宏观经济呈现

弱复苏态势。 展望2014年，银华

永利债券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邹

维娜表示，今年经济的大方向保

持平稳，通胀水平也将处于不温

不火的状态； 从走势上来看，

GDP和CPI或将呈现前高后低的

走势。具体而言，经济方面，由于

2013年的基数比较低， 以及目

前处于全面复苏的惯性之中，预

计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速将维

持较高水平，但是下半年会遇到

下滑的压力；通胀方面，由于CPI

目前仍处于向上的周期当中，据

初步测算，该周期的顶点或将出

现在2014年5月份前后，因此通

胀走势也应该呈现前高后低的

态势。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债市经

历了急促而深幅度的下跌，部分

市场人士认为债市在今年将迎

来拐点。 对此，邹维娜分析认为，

债市未来的表现主要还是取决

于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还看

不到债市拐点，但是从全年的角

度来看，如果宏观经济及货币政

策出现上述所分析的两种情形

的话，债券市场将会迎来拐点。

此外，正在加速推进的利率

市场化对于债市表现也将产生

影响， 其所带来的资金成本上

升、波动性加大将影响债券市场

的波动幅度。 以去年下半年为

例，当时的宏观经济指标无法支

持债券如此高的收益率水平，因

此，在除去经济复苏、通胀上升

的因素外，利率市场化的长期因

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从

另一方面来考虑，利率市场化只

会增加市场的波动性，影响各类

品种之间的利差，但是它不会对

一年或者是更短时间的债券市

场的趋势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

此，分析今年的债市走势，还是

要综合分析经济周期、通胀走势

以及货币政策等因素。

对于基金的建仓策略，邹维

娜表示，预计今年的债券市场或

将迎来较好的投资机会，银华永

利债券基金会在建仓初期维持

中短久期的中性偏防御的策略，

因为整个市场的收益率曲线都

比较平坦，中短久期品种的绝对

票息不低，有较高的吸引力。 而

从债券的信用类型上看，基金会

倾向于中高等级的信用债。 综合

来看，银华永利债券基金会在建

仓期主要配置中短久期的中高

资质的债券品种；而后期，如果

货币政策出现放松信号，基金会

采取更加积极的投资策略。 此

外，作为一只二级债基，在投资

策略方面，银华永利会把债券投

资作为收益的最主要的来源，如

果说股票市场方面有比较明确

的机会，也会短期、少量的参与，

以增厚基金全年的投资收益。

（郑洞宇）

光大保德信：

2014年关注五大方向

光大保德信基金发布的《2014年市场分析及

策略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有望构建A股新生

态环境， 如果经济没有大的波动，2014年大盘指数

向上、向下空间都不大。 因此预期2014年大盘趋势

性机会不大，光大保德信将着重于个股研究并将积

极参与其中的结构性机会，重点关注安全建设、破除

垄断、国企改革、生态变革和网络创新五大方向。

光大保德信基金进一步指出，改革实质性推进

过程中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有助于提升股市中长期

预期收益率，并增加股市吸引力。 从改革主线来看，

土地改革、国资改革、自贸区效应将在2014年进一

步强化。 遵循新一届政府改革思路，2014年投资主

线可重点关注五大方向：一是安全建设，即国防安

全、信息安全、消费安全；二是破除垄断，即民营金

融、油气、医院、传媒、环保；三是国企改革，业绩和估

值引来“戴维斯”双击；四是生态变革，即环保产业

链中游或受益于过剩产能淘汰的结构性机会；五是

网络创新，如铁路、4G、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重构。

另外，在改革全面推进的情况下，作为改革力量和市

场力量交集的 “新五朵金花”———医药、 环保、

TMT、金融、装备仍是行业亮点。（李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