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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军：针对性服务解决实际问题

□本报记者 徐金忠

8月23日，在“2015年中国建

设银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

牛会内蒙古站” 活动现场，中国建

设银行包头市分行副行长王志军

表示， 建行作为首批获得开放式

基金代销资格的商业银行， 将更

加注重客户的针对性服务， 注重

持续营销， 切实帮助投资者解决

实际问题。

王志军介绍， 包头是内蒙古自

治区第一大城市，中国新二线城市，

是中国重要的基础工业基地和全球

轻稀土产业中心，被誉称为“草原钢

城” 、“稀土之都” ， 包头市区人口

226.8万。 包头也是一座经济活跃的

城市，拥有完善发达的金融、非金融

服务机构和营业部。

2015年，金融市场风起云涌，先

是上半年的牛市， 后是六七月市场

的短期巨幅调整。 大起大落让人们

对市场难以把握， 同时对当今市场

形势存在许多疑虑。 本次活动，在中

国证券报、宝盈基金、内蒙古建行强

强联手下，邀约业内资深专家，共同

研讨下一步市场行情发展及资产配

置众多方向等热点话题。

据王志军介绍， 中国建设银行

是基金托管行中的主力，其托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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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活动的

宝盈基金是金牛奖得主，是经过市

场考验的佼佼者。 建行作为首批获

得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的商业银

行，一直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策略

和精品策略，始终将做好基金销售

服务工作作为己任。 本次活动以

“质量万里行服务客户” 为宗旨，

更加注重建行客户的针对性服务，

注重持续营销，切实帮助投资者解

决实际问题。

王志军表示， 建行将持续为客

户做好各项服务， 成为大家理财投

资的好帮手；同时，衷心希望建设银

行与各位贵宾客户增进感情， 加深

友谊，共同发展。

李一民：三大潜在支柱产业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徐金忠

8月23日，在“2015年建设银行

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内蒙

古站” 活动现场，申万宏源宏观研究

部宏观经济分析师李一民认为，中

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

务必区分小国模型与大国模型，从

全球外汇与商品市场的近期变化来

看，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正愈发深刻

与重要。“十三五” 将是中国经济开

花结果的五年，中国经济有望在“十

三五” 期间步入新的上升周期。

李一民认为， 中国经济增长对

贸易活动的贡献度正在降低， 贸易

盈余占GDP的比例将为2%-3%，基

本是2003年加入WTO之前的水平，

这意味着外需对中国的影响程度已

经降低， 初步具备了吸收外部经济

波动的能力。 反过来看，中国经济体

量与贸易总量已逐步能够影响世界

经济， 对大多数大宗商品价格具有

影响力。 国际价格接受者与价格决

定者身份的初步调整， 要求我们必

须思考继续使用小国模型开展分析

是否会有偏差。 当前国际市场尤其

关注中国经济、股市、汇率等问题正

是这个原因， 美联储官员在加息问

题上对全球稳定问题的关注也不得

不纳入中国变量。

李一民预计，“十三五” 期间中

国经济平均增长7%至7.5%，能够保

证202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达成。

自1982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每跨

8年至10年完成一个经济周期的规

律， 并且历次周期都由一个支柱产

业做引导。自上次底部（2010年）开

始，能否在未来5年顺利启动新一轮

上行周期，是“十三五” 规划重点要

回答的问题， 因此规划最核心的内

容在于寻找与培育支柱增长点，坚

守动力去化与动力转型的保增长稳

态。 新周期启动之前，供给收缩依旧

普遍存在于经济的各个层面， 加大

资本形成依旧是应对供给收缩的直

接途径， 政策滞后效应将在下半年

累计释放。 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

稳健的货币政策， 可以保证实体经

济与资本市场流动性整体宽松。

“十三五” 中国经济三大潜在

支柱产业值得期待， 即中国经济黄

金三角：新技术应用（互联网+、众

创）、国企改革、国际化（“一带一

路” ）， 将可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 五大趋势值得重点关注：产业结

构呈现服务业化、智能化、高端化特

征；中西部领跑四大地区增长；国企

改革取得实质进展； 直接融资大发

展， 金融和实体经济有望形成良性

互动； 人民币国际化和走出去良性

互动。他预计，到2020年，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的战略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达

到15%左右，未来5年GDP增长率约

为7.5%， 要实现上述目标，“十三

五” 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就

要保持年均22%的增长率， 明显高

于GDP增长率。

李一民重点提出了明星区域的

投资机会。 其中，国家级新区及其所

在的区域将会成为“十三五” 区域

发展的亮点。 “一带一路” 、京津冀

和长江经济带将是国家重点发展的

三大区域战略。 京津冀中的天津和

河北；长江经济带中的重庆、湖北、

安徽和贵州以及“一带一路” 的核

心区域新疆、 福建和陕西等将是区

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另外，明星

区域之低位高速发展的西藏具有明

显的后发优势。

他预计， 人民币距离可自由使

用货币越来越近， 人民币的国际化

程度将不断提高。

2015

年

8

月

24

日 星期一

16

8月29日 浙江

主办方：中国证券报 中国建设银行

承办方：华安基金管理公司

下期巡讲预告

责编：殷鹏 美编：马晓军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张昊 摄

把握长期趋势 寻找安全机会

□本报记者 张昊

秋风送爽，8月23日，“2015年

建设银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

牛会内蒙古站” 活动在美丽的草原

鹿城包头举行。 宝盈基金副总经理

杨凯、 申万宏源证券宏观研究部宏

观经济分析师李一民、 中国建设银

行包头市分行副行长王志军与到场

的投资者交流了对于近期市场的最

新见解。

杨凯表示， 市场估值风险已经

充分释放，市场信心正在恢复，市场

处于相对安全的区间， 有充分的理

由对未来的市场充满希望。 李一民

认为，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也是全

世界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将深刻影

响世界的发展，中国经济有望在“十

三五” 期间步入新的上升周期，三大

潜在支柱产业值得期待。 王志军表

示， 建行作为首批获得开放式基金

代销资格的商业银行， 将更加注重

客户的针对性服务，注重持续营销，

切实帮助投资者解决实际问题。

杨凯：在安全区域寻找新机会

□本报记者 张昊

8月23日，在“2015年中国建设银

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内蒙

古站” 活动现场，宝盈基金副总经理

杨凯认为，科技进步的新趋势、社会发

展的新方向、 人们生活方式的新变化

是从优势产业中寻找投资机会的核心

要旨。从当前的市场看，市场估值风险

已经充分释放，市场信心正在恢复，市

场处于相对安全的区间， 有充分的理

由对未来的市场充满信心。

杨凯认为，未来有六大投资方向需

要关注。第一，工业自动化。这不仅是人

工替代，更是保证产品的一致性，改善

工艺和品质的关键。第二，车联网。汽车

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信息处理和娱乐

化的平台。第三，军工和国企改革主题，

在军工题材中尤其看好民参军，民营经

济参与军工产业将显著提高军事装备

的研发实力、效率和制造能力。第四，新

材料、核心器件的进口替代。第五，传统

消费领域走出的新龙头。 第六，网络及

信息安全，行业龙头市值还有较大增长

空间。中国多年来的投资主线都是围绕

产业升级展开，从房地产到家电，从家

电到汽车，从汽车到消费电子，从消费

电子到虚拟盈利模式，都是在不断进行

升级和转型。

然而寻找优质成长股标的并非易

事。杨凯表示，聚焦优势产业后，需选择

优势产业中真正具备核心优势的上市

公司， 这需要投资者通过专业判断，把

行业里真正的龙头找出来，而不是基于

公司短期的利润，更多的是基于公司的

治理结构，是管理团队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正处在转型和创新的大背

景下，投资也要在这个趋势背景下，把

握产业发展趋势。 ” 杨凯指出，现在创

业和创新成为新的社会主流价值观。

同时，社会融资容易，只要有想法，就

不怕没有资金跟随。 在这种大的文化

背景、资本背景、社会人才储备等有利

条件下， 新兴产业必将进一步快速发

展， 这是社会的主线， 也是投资的主

线， 更是我国经济真正实现转型的核

心基础， 也是看好中国证券市场的核

心基础。

经过一轮深度调整， 市场逐渐企

稳。杨凯认为，目前市场已经处于相对

安全的区域， 有理由对未来的市场充

满信心。

今年上半年的“疯牛行情”值得每

一位投资者反思。 杨凯表示，这一轮市

场调整可能消灭掉一部分盲目的、非常

胆大的、貌似风险承受能力很高的投资

者。“留下来的是像基金这样的专业机

构投资者和具备风险管理能力的个人

投资者，这批人有比较好的风险防御能

力和风险控制能力。 ”杨凯说。

对于当下的市场， 杨凯表示调整

之后主要发生了两大变化， 除了投资

者的结构发生变化， 总体上更加严谨

理性之外， 更重要的变化是市场偏好

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一定要坚决回

到基于产业发展大趋势的逻辑， 回到

基于公司的基本面逻辑， 按照这样的

思路去挖掘战略性品种， 不做博弈性

品种。 这也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A

股市场的特点。 ” 杨凯指出，在最近这

波反弹中，很多股票股价创出新高，这

些个股绝大多数是具有业绩支撑、满

足行业发展趋势的好公司， 真正的好

公司也只有在危机中才能买到好价

格，将进一步受到资本市场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