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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

以客户为中心

秉承精品策略

□中国建设银行

个人存款与投资部副总经理 曹伟

今天是

2014

年 “建设银行基金服

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的第一站，作

为活动主办方之一， 我谨代表中国建

设银行， 对各位莅临本次活动表示衷

心欢迎，对在座的各位朋友，中国证券

报、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长期以来对建

设银行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作为首批获得开放式基金代销资

格的商业银行，“以客户为中心”是建行

一直坚持的原则。虽然基金产品不是建

设银行自身研发的，但是对于通过建设

银行销售出去的产品，“卖者有责”是建

行奉行的基本理念。 因此，为了让客户

真正能够得到实惠，真正能够享受到中

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建行推出了“精品

策略”。 对于基金公司的选择和基金公

司在建设银行销售的产品，建行建立了

一套相对严谨的体系进行筛选，如准入

体系、后续的考核体系等，并且在营销

过程中，与基金公司保持密切的产品沟

通。 在众多产品中，建行以选择好的公

司和好的产品作为目标，其最终目的是

让投资人真正挣钱。

回顾这几年， 建行以客户为中心

原则下实施的“精品策略”，其执行情

况还是不错的。 在获得金牛基金公司

称号的

10

家公司中，

70%

的金牛公司选

择了建行作为销售渠道。 同时，获奖的

74

只金牛产品中有

27

只将建设银行作

为主要代销机构， 而这一比例在同类

销售渠道中是最高的。

除销售之外，建行还要做好基金销

售的后续服务，培养客户的投资理念和

资产配置理念。 目前的中国市场，大多

数个人投资者偏好追涨杀跌，没有建立

长期的投资理念。所以我们通过产品的

营销服务，逐步让投资者建立科学合理

的投资理念， 这是建设银行想做的事

情。 从

2012

年开始，针对在建设银行购

买基金的投资者，建行开展了“基金服

务万里行”活动，联合优秀的基金公司，

针对投资者的投资结构和投资产品的

情况进行健诊。 两年来累计

5000

多场

次，服务客户

50

多万人。

今天的活动是“基金万里行活动”

中的一部分， 合作方中国证券报是国

内最有权威和影响力的媒体， 所组织

的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 是业内最

有公信力的基金评奖。 建行联合中证

报这一客观的第三方展开这项活动，

是非常有意义的。 承办方上投摩根是

一家非常优秀的基金管理公司， 成立

十年来， 累计给投资者带来的基金分

红收益达到

255

亿元。

（致辞根据现场速记摘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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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稳定转型大势 博结构性投资机会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7月5日，在2014年“建设银行基

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北京站

活动中， 高华证券研究总监马宁，上

投摩根基金公司研究部副总监、基金

经理孙芳，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

经理胡立峰与众多投资者进行了交

流。 三位嘉宾认为，从宏观来看，未来

半年经济和市场的关键词是稳定和

转型，要从中精选行业和股票，把握

结构性机会。 同时，从国内外情况来

看，QDII存在投资机会。

稳定、转型是主旋律

高华证券研究总监马宁认为，从

目前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看法来

看，短期周期性是向上的，中期有结

构性问题， 所以从整个大盘来讲，中

期还是震荡行情；从投资来说，要由

基金经理来精选行业和股票。

他表示， 近期政府采取了一些

“微刺激” ， 同业利率较去年下半年

下降了将近100个点， 债券发行企业

和制造业企业贴现贷款利率也已下

降。 所以一些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下

降， 但是企业整体贷款利率并未下

降。 由于出口和基建投资的带动，中

国经济短期内出现回升。 从短期来

看，高华证券经济和策略研究团队认

为，大盘有10%左右的上升空间。 但

从中期来看，中国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较大： 一是从宏观的杠杆率来看，企

业的杠杆率、投资率过高；二是利率

市场化的推进，造成银行融资成本上

升，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个人住房抵押

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的成本上升。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研究部副总

监、基金经理孙芳认为，在半年左右

的时间内，经济和市场的关键词是稳

定和转型。 到了年中，可以较有把握

地认为政府对经济的目标是 “稳

定”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现在经

济数据在往好的方向走，所以政府原

来说的托底并不是说说而已，下半年

即便出现某些突发性下滑，相信政府

会采取积极措施。

关于“转型” ，孙芳认为，从最大

的层面来讲，政府资金的投放已经有

所改变，不像以前投向传统的工业及

一些老的国企等，而是鼓励银行投向

小微企业，包括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会

加入新指标；就产业层面来讲，更多

企业面临或主动或被动的转型，尤其

是上游行业；在微观层面，观察到的

转型已经不计其数，民营企业转型尤

为迅速， 转型会给市场创造很多机

会，其实今年创业板延续了去年非常

活跃和气势如虹的姿态，是由于众多

企业以各种方式在转型。

主板风险小 创业板有活力

孙芳认为，下半年主板的风险比

较小，创业板仍然具备充沛活力。 主

板市场主要是由大盘股构成，银行占

据很大比重，现在市净率已低于1，而

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这对主板市场

构成支撑。 创业板公司很多都属新兴

产业，未来市场空间广阔，如果有较

好的执行战略，这些公司基本上都能

长大；此外，今年上市公司的并购重

组十分积极。

孙芳说：“统计数据显示，创业板

流通市值大概是1万亿元出头， 只占

整个流通市值的5%。 现在整个市场

买股票的人只有5%的资金配到创业

板上，即便加上中小企业板，也就是

20%不到的资金流入其中。 结合中国

人的投资偏好，从中长期来看，中小

板、创业板存在相当大的成长空间。”

对于具体的投资方向， 孙芳表

示， 接下来会特别关注三条主线，一

是国防安全，二是能源安全，三是信

息安全。 在国防安全中，可以关注国

防院所的资产证券化、 通讯导航等；

在能源安全中，包括民营企业到海外

收购油田、国内新能源的机会。 此外，

互联网应用、家庭智能化、新型医疗

技术等也是要保持关注。

马宁认为，从中长期看，挑选有

结构性成长的行业， 例如互联网、大

消费、旅游、医疗、媒体、物联网，3D

等；另外，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

以后用机器人的情况会越来越多，跟

机器人有关的行业是高增长行业。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

胡立峰认为，从他们大量的数据研究

中得出结论，中国的股票基金是有投

资价值的。 对于如何挑选股票型基

金，胡立峰表示，他们挑选股票基金

的方法是规律加概率。

他介绍，中国基金有1.4万亿元股

票市值，其中1/3投在创业板，几千亿

元资金往一个方向做，这是其净值增

长的重要原因。 “虽然持有创业板的

基金可能是30只，但我投资的是并不

是某一只基金，而是一个组合，即在

这30多只基金里，抓住规律筛选优秀

基金，然后按照大概率进行投资。 这

是未来投资基金的方式，将进入基金

中的基金或专业投顾的时代。 ” 他表

示， 尽管今年债券型基金业绩不错，

但这是基于去年大幅下跌的基础上，

因此投资债券型基金要保持谨慎。

QDII基金现投资机会

马宁认为， 在目前这个时点上，

投资QDII是一种正确选择。在过去十

几年的投资研究中发现，第一个投资

赚钱机会是长期结构性的机会，第二

个赚钱的机会在经济达到谷底往上

冲的时候，第三个机会在市场比较稳

定的时候，但这三种情况的回报率是

不同的。

“2008年之后美国和欧洲大的

经济金融危机的起因之一是老百姓

的资产负债率过高，危机发生后股市

下降，但央行采用低利率政策，首先

把资产价格稳定住，由此美国房地产

价格2012年底左右稳定住了，美国股

市2012年非常好，2013年也保持了良

好势头。” 马宁说，由于国内存在的结

构性问题，使得很多企业盈利水平出

现下降，所以在这个时候投资QDII基

金是不错的。

胡立峰则认为，不管是银行还是

基金公司，都有必要借用互联网这个

新的形式作为交易渠道，破除QDII基

金投资时遇到的诸如交易不便利、费

用相对比较高等障碍。

“通过互联网技术把QDII基金

传递给千家万户，让老百姓直接买。”

胡立峰说：“现在这么好的产品叫好

不叫座，确实令我们感到可惜。 ”

建设银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2014

大幕开启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7月5日，2014年度“建设银行基

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活动在

北京正式启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

证券报以及金牛奖获奖基金公司将

为投资者奉献出一系列理财盛宴。

这已是中国证券报与中国建设

银行的第四次携手。 2010年在中国

建设银行个人存款与投资部与中国

证券报的精心策划下，首届活动拉开

序幕。 在2013年，围绕国内外经济走

势、市场投资机会、投资者如何选择

基金等热点话题，在全国25个重点城

市举办了 “建设银行基金服务万里

行·中证金牛会” ， 得到了资本市场

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是一场“强强联手” 为投资

者奉献的理财盛宴。 中国建设银行

是基金托管行中的主力， 截至2014

年6月30日， 建行共计托管400只基

金，托管基金资产净值7516亿元，市

场占比超过20%， 其所托管的基金

获金牛奖的比例最高， 业绩远超同

业。金牛奖被誉为中国基金业的“奥

斯卡奖” ， 自2004年起，“中国基金

业金牛奖” 评选由中国证券报社创

立并主办，迄今已有十一届，凭借公

开、公正、公平原则严格执行，赢得

了良好口碑。 参与本次活动承办的

上投摩根基金等金牛奖得主， 是经

过市场考验的佼佼者。

北京站是今年系列巡讲的首场

活动，出席本站活动的中国建设银行

总行个人存款与投资部副总经理曹

伟在致辞中表示，建行作为首批获得

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的商业银行，一

直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策略和精品

策略，同时将做好基金销售的后续服

务。今天举行的活动是建行基金万里

行活动中的一部分。

中国证券报副总编辑冯刚表示，

过去几年来这一活动得到了投资者

及合作各方的普遍认可。 尤其是去

年，该活动升级换代，以“质量万里

行服务客户” 为主要宗旨，更加注重

对建行客户的针对性服务，更加注重

持续营销，切实帮助投资者解决实际

问题。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副总经理经

晓云表示：“希望今天这场活动，能

够给整轮活动做个好的开场，让上投

摩根为来自建行的客户提供更好的

服务” 。

高华证券研究总监马宁 上投摩根研究部副总监孙芳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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