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邮箱 qiu212345@sina.com

� � � �这是一个基民互动园地， 欢迎基民踊跃

投稿。

《投基有道》 欢迎专业人士介绍购买基

金盈利的机会和窍门。《养基心经》欢迎读者

就有关基金的话题发表高见，讲述百姓“养

基”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趣闻轶事和心得体

会。 《画说市场》则是用漫画来评说基金。

来稿请尽量以电邮的形式。

地址：北京宣西大街甲

97

号中国证券报周末

版《基金天地》

邮编：

100031

征 稿

马年股市三大期待 股民心病 期待红二月 春耕

漫画/万永

金牛观市

投基有道水煮基金

画说市场

养基心经

热点直击

基金天地

05

Fund

2014年 /� 2月15日 /�星期六

责编：李阳丹 电话：01 0-63070252��E-mail:qiu21 2345@sina.com

“爆款” 不只靠吆喝

□本报记者 江沂

开年第一周正是基金公司大力

营销， 吸引基民春节红包的黄金时

段，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了解到，很

多基金公司抱怨， 春节红包的红利

都让余额宝和腾讯给抢了， 卖基金

越来越难。当然，也有一些基金公司

正在努力协调银行渠道， 力图将存

款引导到基金产品上。 值得注意的

是， 基金公司对渠道的需求越来越

现实，只要能出规模就是好渠道。相

对而言，基金公司自身的资源调配，

还远远难以适应目前的营销变局，

明知道继续往银行渠道砸钱效果不

佳，但该往哪些方向努力，却总缺乏

方向感。

自从余额宝横空出世后 ，很

多基金公司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个

类似的网络“爆款”，也有很多基

金公司甚至希望通过一次激烈有

效的产品营销，实现爆发式增长。

因此， 很多公司热衷于引入互联

网营销人才， 甚至希望借助网络

公关、水军等制造话题，打击竞争

对手，但从目前来看，真正能够吸

引基民眼球的产品少之又少 ，往

往还是跟百度等网络大佬协同作

战才能赢得“新基民”关注，相反，

基金独力操刀的 “爆款” 几乎没

有， 能够成为营销事件的网络公

关案例也几乎为零，可以说，基金

公司在这方面的资源配置显得非

常急功近利， 而收到的效果却往

往低于他们的预想。

实际上，记者也曾因为某些基

金公司的高曝光率而尝试他们的

主推产品，如

T+0

货基，但繁杂的

申请环节，缺乏指引的程序，令记

者不得不放弃了对其中数家的尝

试，折腾到最后，终于得到银行通

知显示扣款成功 ， 但成功扣款之

后， 公司的系统迟迟未能显示这

扣出去的钱到了哪里 ， 实际上这

是在走确认程序 ， 但基金公司欠

持有人一个解释。

可以说， 市场经营人员已经费

尽心力在吆喝，但是整个网络销售

流程并没有为投资者的实际要求

进行再造，即便是拉来了人，真正

完成交易的也少之又少 。 也就是

说，基金公司的资源仅配在营销环

节、产品设计、后台服务等则依然

故我，在被淘宝、京东养刁的投资

者看来，如此差的用户体验又怎么

可能打造出又一个互联网金融的

“爆款”呢？

事实上，很多基金公司早已经

意识到， 在银行渠道上的投入产

出比越来越低， 但这一部分的资

源从银行撤出后 ， 又该往哪里投

呢？ 一些基金公司尝试着往第三

方渠道投， 甚至也是跟银行渠道

一样 ，狠狠砸钱，做广告 ，但第三

方渠道价高者得， 销售很快也成

为砸钱的游戏。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基金公司更

应该着眼于产品流程再造， 寻找市

场、渠道的“痛点”，从产品设计、投研

思路开始，打造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产

品。 切记，“爆款”绝对不是单纯的吆

喝就能出来的。别人在背后是怎么努

力的，你知道么？

做理性基金投资者

□吴达申

基金作为一种低风险、 高收益

的大众金融投资手段，拥有比储蓄、

国债等理财产品更丰厚的回报，从

而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和追捧。 买基

金，一次的成功，可以靠运气，一辈

子的成功，则必须依靠智慧。

按照资产配置比例不同，基

金可以分为股票型基金、 债券型

基金、混合型基金、货币型基金。

顾名思义， 每种基金的特点是不

同的。 股票型基金指的是股票投

资的比例占基金资产60%以上；债

券型基金指的是债券投资比例占

基金资产80%以上；混合型基金指

的是投资于股票、 债券和货币市

场工具， 但是投资股票和债券的

比例又不满足股票型基金和债券

型基金要求的基金； 货币型基金

指的是全部资产都投资在各类短

期货币市场上的基金。 因此，不难

发现，从风险和收益依次递增的角

度看，货币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

正如投资大师罗杰斯所说：

“风险与投资是相伴而生的，世界上

没有无风险的投资， 基金投资也是

如此。”投资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心理

博弈，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要

想取得投资的成功是非常困难的。

作为投资者必须记住： 基金是理财

的工具，而非赌博的利器。以债券型

基金为例， 由于它与中国人民银行

的利率挂钩，所以，债券型基金常常

是随着利率的变化而变化。 当利率

上升时，债券的价格下跌，债券型基

金可能出现亏损，而利率下降时，债

券的价格会上升， 债券型基金的净

值则可能会上涨。 债券型基金不仅

投资于国债，还会投资于可转债，具

有较稳定的回报， 其收益和风险相

对较小，比较适合中老年投资者。

投资基金要坚持两条基本准

则：一是用闲钱，二是长期投资。投

资者可以从天天基金网、 晨星、好

买、数米等网站的基金排行榜上优

选基金，再根据自己的心理承受能

力， 建立适当的投资组合规避风

险。 具体而言，就是将手中的资产

按一定的比例分散投资于股票型

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

货币型基金，以达到投资组合的最

优化和价值的最大化，从而实现规

避风险的目的。 在震荡行情中，基

民可通过选择现金分红，以利于减

轻投资仓位，从而避免基金净值下

跌的风险， 而在持续的牛市行情

中， 基民可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方

式，从而避免踏空市场而造成最佳

投资时成本增加的风险。

基金作为一种理财产品，净

值增长中夹杂着波动， 投资收益

中蕴含着风险。 说白了，无论是牛

市还是熊市，明确投资目标，选择

合适基金， 实施正确操作都不会

过时。 实践证明，把一次性投资和

定投（定期定额基金投资）结合起

来是最好的方式。 譬如，当年终发

了奖金，可以一次性或者在较短的

时间内投入市场，而每个月的结余

就可以用定投的方式积少成多。

对于定投来讲，股市现在上涨，是

满足你的当前利益；股市下跌，是

满足你的长远利益。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基

金投资者而言也是这样：当市场清

淡时， 可能意味着投资机会的降

临，要积极主动些；当市场火爆时，

投资者则要保持一分清醒和冷静，

要时刻牢记投资有风险，注重风险

控制，及时落袋为安。

投资不是比智商，比的是谁更

理性。 经济运行是有周期性的，投

资基金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要

定期回顾和总结，并适时对持有的

基金或基金组合进行调整，才能分

享经济发展的盛宴。

博时基金

风险开始积聚

关注医疗服务和清洁能源

美国QE退出对我国不是好事。 人民币

升值、无风险收益率持续上升背景下，前期

大量热钱流入套利， 这部分资金并不稳定。

无风险收益率持续攀升源于国内信用风险

定价体系扭曲，未来这种情况一定会有所改

变。 一旦出现严重的理财或信托产品兑付失

败，叠加美国QE退出，可能会令资金流入境

内的速度减慢，甚至引发资金撤出，进而引

发金融市场波动。

信用风险暴露和新股供应量持续增加可

能是促发市场调整的主要风险点。 建议投资

者在2月ipo空窗期且战且退， 未来在市场调

整中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认为医疗服

务和清洁能源板块存在长期投资价值。

南方基金

经济继续走弱

流动性有望阶段性改善

国内经济依旧低迷，1月统计局制造业

PMI降至53.4，环比回落1.2个基点，已连续三

个月放缓；1月汇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PMI）为50.7，低于上月的50.9，为连续第

三个月下滑，刷新2011年8月以来的最低。 此

外，消费继续走弱，商务部发布的春节消费监

测情况显示，正月初一至初七(1月31日至2月

6日 )，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6107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仅增长13.3%，

连续两年回落。

综合来看，经济增长可能仍受去年四季

度资金紧张的负面影响， 将继续下滑，A股

难有较大行情。但3月中旬前，无重大经济数

据公布，经济前景无法得到明确确认，因此，

下行空间也较为有限； 但同时，IPO再次暂

停， 资金面大为缓解，A股结构行情仍可能

存在。考虑到2月新股发行可能暂缓，市场有

望迎来难得的反弹时机。 因此总体上，还需

精选行业和个股，可以选择年报业绩优良的

蓝筹股，以及估值合理、符合转型方向的新

兴产业。

农银汇理基金

二月看好成长股和主题投资

春节期间外围市场动荡对A股负面影响有

限，国内宏观经济继续低迷制约整体指数和周期

股表现， 目前看来二月份基本上没有什么利空，

依旧看好成长股和主题投资的主线。主要关注新

能源、医药、传媒、科技等板块。

1月以来经济数据不佳，通胀低位运行，

基本面对利率债仍有支撑，从市场表现的各

类特征来看， 利率债行情尚未全面展开，目

前可选择流动性最好的品种进行试探性交

易；信用债投资依然以高等级为主，突出其

避险功能，又受益利率企稳，可适度拉长久

期积极配置。

细分货基

机会略有差异

□济安金信 王群航

第一只货币市场基金华安现金富利

诞生于2003年12月30日。 经过两年时间

的稳步发展， 到2005年末那前一轮大熊

市前夜， 货基迎来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

次高潮。 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全部货

基的资产总值达到1867.90亿元，占当时

市场全部公募基金资产规模3893.75亿

元的比例为47.97％，几乎就是全市场总

量的一半。

2013年是货币市场基金发展历程中

的第二次高潮期，截至年末，货基在全市

场中占比为25.45％， 全体货基资产总值

为7475.94亿元，远远超过2005年末全部

公募基金的总规模。从具有主动型管理策

略的产品这个角度来看，货基又一次成为

全市场最大一个类别，总量比股票型基金

还高出100多亿元。

回顾货币市场基金发展过程中的两

次快速扩张经历， 前一次恰好衔接上了

后来的两年期股票市场大牛市行情，至

于2013年的这次蓬勃发展是否会再一次

顺延出一个股市的大牛市行情， 不是本

文关注和探讨的内容。 我们现在更为关

注的情况是： 货基在过去一年里的快速

发展格局与前一轮的大发展情况有较大

的差别， 即以货基自身内部的细分为基

础，向多角度、多层次发展，给市场带来

新的繁荣， 更促进了投资货基策略与方

式的丰富和发展。

从货币市场基金的诞生，到2012年，

货基曾经是各个基金公司里的一种标

配，即为了完善产品线的基本布局，条件

允许时，每个公司都会发行一只。 因此，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 全市场一直是三

分之二的基金公司稳定地拥有一只货

基， 另三分之一的公司暂时顾不上发行

此类基金，这些公司都是些小公司、绩效

一直落后的公司。

2013年之后， 一方面由于备案制的

实施，使得发行新基金前期准备流程变得

简单和快捷，便于发行；另一方面，在互联

网金融的浪潮下，大型网络公司加入到基

金的发行和营销行列，尤其是非常精准地

以风险极低、收益稳定、收益率相对较高

的货币市场基金为突破口，迅速取得了惊

人的发行和营销成果，至年末，从基本数

量来看，全市场已有94只货基；从市场数

量来看，全市场有162只货基。

对于这些货币市场基金，我们可以

从这样三个角度来看：第一，按照份额

的分类，既有A类份额，也有B类份额、E

类份额、R类份额；第二，按照久期的不

同，既有180天的、120天的，还有90天和

75天的，其中前两个是主流，产品数量

分别为38只和51只，并且，早期货基主

要是180久期的； 第三， 从交易方式来

看，既有传统场外申购、赎回的，也有后

来可以在场内买卖交易的；第四，从收

益的支付频率来看， 既有按月支付的，

也有每日支付的， 前者为老式货基，后

者为互联网货基。

对于这些琳琅满目、 花样繁多的货

币市场基金， 我们的投基建议如下：

（一） 收益的支付频率与实际收益率相

差不大。 因为一来“月度” 这个频率已经

比较快了，二来，货基本来的收益率就不

高。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即投资体验：把

按月支付的收益，拆散成每天都给，那微

薄的复利效应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投资

者天天都能够看到有钱进账，感觉特爽。

（二） 渠道也不应该是择基的主要条

件。 无论是走场外渠道，还是走场内渠道，

给投资者带来的申购赎回， 或交易速度体

验上的差别，前者作为传统方式，相对慢一

些，后者作为场内方式，相对略快一些，但

后者或受到流动性和市价变动的影响，尤

其是后者， 可能会让部分投资者略微损失

掉一些原本就微薄的收益。

（三） 由于费率相对较低，B类份额

针对的是投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客户，

总体收益略高于A类份额，这很正常。

（四）截至2013年末，在久期为180

天、120天，其它这三类货币市场基金里，

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3.9093％、3.7919％

和3.7578％，前者最高。 从全部货基A类

份额2013年度的业绩总排名来看， 前10

名基金里有7只是180天久期的，其中，前

5名货基全部是180天久期的。

综上所述，投资货基，基本策略就是：关

注180天久期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依次重点

推荐的五个公司是：南方、华夏、广发、万家、

工银瑞信。

陈定远 夏明 陈定远 陈英远

新能源汽车概念提前预热

基金布局五大方向

□金牛理财网研究中心 李艺菲

近日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作为

防治大气污染的利器的新能源汽

车成为热议的关键词。 陕西、江西

等12个省份在最新公布的政府报

告中均表示将大力发展新能源汽

车，做大新能源、电动汽车等节能

环保产业。

许多公募基金极为看好这一

概念， 认为2014年将是新能源汽

车整车和电池发展提速的一年，也

是充电桩建设全面铺开的一年，新

能源汽车概念将持续发酵。 从

2013年4季度主动股混型基金对

这一概念的布局来看，基金主要从

整车、电池、电机、电控以及技术服

务这五个方向进行了重仓配置。

据最新的基金四季报数据显

示，提前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概念股

的主动偏股型基金多达162只，重

仓持有的上市公司有18家。

据 金 牛 理 财 网 不 完 全 统

计 ，整车方面 ，上汽集团 、宇通

客车 、江淮汽车 、金龙汽车 、比

亚迪、 一汽轿车和福田汽车这

七家上市公司获得基金公司重

配。其中，上汽集团获得27只基

金重仓，数量居首。景顺长城精

选蓝筹股票持有该股数量最

多，达到2360万股；天治趋势精

选混合投资该股总市值占净值

比例最大，为7 .81%。

电池方面，德赛电池、中科三

环、欣旺达、赣锋锂业、杉杉股份这

五只概念股均被基金相中。重仓持

有德赛电池的主动股混型基金数

量最多，达到23只。其中，易方达科

讯股票在持股数和占净值比例上

均居首位，共持有656万股，占净值

比高达6.46%。

电机方面，许继电气、信质电

机、中天科技以及奥特迅这四家上

市公司获得基金重点布局。 其中，

许继电气吸引了23只基金重配，数

量居首。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持

有该股数量最多，达到1950万股；

广发制造业精选股票的投资占比

最高，达到7.53%。

电控方面， 汇川技术获得24

只基金的集中抱团持有。 景顺长

城内需贰号股票持有该股数量最

多，达到650万股；信诚新机遇股

票 (LOF)持有该股占净值比例近

10%居首。 此外，技术服务方面，

中国汽研也获得10只基金重仓

配置。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持有该

股628万股数量最多， 博时卓越

品牌股票（LOF）持有该股占比

达到9.26%，比例居首。

从基金持仓情况上来看，持有

新能源汽车概念股占基金净值比

例总和靠前的五只基金分别为博

时卓越品牌股票（LOF）、民生策

略精选、博时第三产业股票、天治

品质优选混合、景顺长城精选蓝筹

股票 ， 比例依次达到 13.6% 、

11.17%、11.13%、10.85%、10.57%。

这五只基金各持有2只新能源汽车

概念股，其中，前4只基金均将宇通

客车纳入重仓股行列。 博时卓越品

牌股票（LOF）还同时配置了中国

汽研；民生策略精选和天治品质优

选混合分别另外配置了江淮汽车

和上汽集团。

持有新能源汽车概念股总

市值居前的五只基金分别为景

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易方达价

值成长混合、 博时第三产业股

票、易方达科讯股票、东方精选

混合， 市值依次达到 9.4、7.3、

5.97、4.61、4.19亿元。 易方达价

值成长混合仅投资了宇通客车

一只概念股；其同门基金易方达

科讯股票则更看好成长前景明

晰的锂电池概念牛股德赛电池。

东方精选混合在配置宇通客车

以外还同时配置了汇川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