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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获准开展投顾业务试点基金公司概况/张凌之

基金投顾业务启航

客户个性化体验成突破口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10月28日，在华夏财富基金投顾品牌发布现场，一位投资者与华夏财富网站签约，成为公募投顾试点启动之后华夏财富的首位基金投顾客户。

基金投顾客户的登场也标志着基金投顾试点业务正式启航。 易方达基金、南方基金、华夏财富、嘉实财富和中欧钱滚滚已经申请试点并完成备案，将正式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工作。

记者了解到，专业化、标准化及个性化成为各家投顾试点机构的努力方向。 在费率模式方面，各家都希望可以通过客户长期持有的资产规模来收取一定的投顾费用，而不是通过申购赎回等交易型费用盈利。

研究+数据+系统

“为客户赚钱，不仅仅取决于产品收益率，更在于在合适的时间为合适的客户推荐合适的产品。 ”中欧钱滚滚业务负责人表示，为了给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投顾服务，中欧基金做了如下准备：首先，中欧基金通过中欧基金研究平台、量化团队及资产配置团队，为钱滚滚提供大类资产配置研究、基金研究，为开展基金投顾业务提供强大的研究支持；其次，搭建了自己的数据平台系统和数据仓库，提取了大量的客户标签，组建了专门的数据分析团队进行梳理和分析；再次，自主研发了智能投顾相关系统，组建了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技术团队和对金融产品与客户具有洞察力的专业的产品经理团队。

此外，钱滚滚为投顾业务配置了专业的产品研究及投资管理、算法研究、产品及客户行为分析团队，以及系统建设和客户服务团队。

嘉实财富相关业务负责人也表示，嘉实财富基于“定制账户”的管理实践，为即将试点的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专项设立风控规则，综合评估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明确基金组合策略风险特征，向客户提供符合自身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的组合策略。

此外，嘉实财富已经完成了独立的系统开发，包括自主研发的投资者RPS风险定位系统、全市场资产配置管理系统、海量投资者管理系统、交易流程监控系统，以及账户诊断系统等。

或取消申赎费用

在费率结构的设计方面，中欧钱滚滚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收取的投资顾问费将抵扣客户的基金交易费用，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尽力避免因为组合调仓所产生的额外成本。长期来看，希望可以通过客户长期持有的资产规模来收取一定的投顾费用，而不是通过申购赎回等交易型费用盈利，计入基金资产以外部分将予以抵扣。按客户持有一年以上测算，客户需要承担的费用大大低于传统的基金销售模式。在市场推广期，或将考虑合理的费率折扣来降低客户体验门槛，让更多的普通客户可以体验并接受这一新的服务方式。

嘉实财富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投资顾问只向投资者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不再向产品方收取任何销售佣金。

华夏基金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在试点阶段，华夏财富对账户管理费开展优惠活动，账户管理费基于客户组合里的基金资产而定。 为了降低客户的交易成本，目前华夏财富投资顾问组合里的成本基金申购费低至零。

南方基金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司南智投”通过减免认申购费和收取与投顾账户规模挂钩的投顾管理服务费的方式，使南方基金与投资者利益更好地绑定。

关注客户个性化体验

随着基金投顾时代的到来，专业化、标准化及个性化成为各家投顾试点机构的努力方向。

中欧钱滚滚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在专业化方面，公司设立了服务投顾业务的投资决策委员会，评审投顾基金池的调入和调出，对每一类投顾组合策略的产生和调整以及账户设计提供指导，并为每一类投顾策略设置专门的组合经理，进行持续追踪管理。 在标准化方面，中欧的投顾策略系统将实现系统化建模，避免过多的人工干预，确保组合策略准确执行。 在个性化方面，则会根据客户需求及标签，基于统一的策略和算法，调整参数，实现个性化定制。

南方基金也十分关注客户的个性化体验：通过南方基金“司南智投”的小测试，仅仅需要1分钟，即可为客户提供量体裁衣式的核心三问指引，帮助客户理解自身资产的属性、所追求的回报，以及能承受的风险。 此外，提供“一系列全天候管家式专业投顾服务”也是南方基金投顾服务的定位，“司南智投”将帮助客户代为进行基金产品筛选和配置，持续跟踪市场与策略执行情况，管理客户投顾账户，提供包括理财需求评估、资产分析诊断、自动调仓及投后服务等。

南方基金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司南智投’通过与第三方销售机构天天基金开展合作，以实现‘全市场公募基金产品配置’的目的。此举在业内还没有先例，或为首家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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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基金张延鹏：

重点布局四大行业

日前， 朱雀基金公募投资部总经理兼权益投资总监张

延鹏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综合宏观经济基

本面、全球货币环境、部分行业龙头公司竞争优势和成长确

定性等因素来看，A股市场中长期慢牛格局依然成立。今年

四季度和明年，朱雀基金将重点关注先进制造、TMT、大消

费、医药等四大产业，着重把握三方面的投资机会，具体包

括今年市场关注度不高的优质消费股、 部分表现不够充分

的绩优周期股、 长期成长性较为确定而现阶段业绩表现相

对欠佳的个股。

深挖龙头公司

张延鹏表示，2019年以来，A股市场迎来了一次“熊牛转

折” ，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是民营经济受到重视、减税降费措施

出台、货币适度宽松、科创板设立等。 在经历了2018年的悲观

预期之后，市场信心显著修复。未来，宏观环境方面，仍将呈现

出全球降息周期延续、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经济继续平稳筑

底并稳健转型的特征。 综合考虑到国内大类资产的投资收益

率、依旧偏低的证券化率等因素，A股市场在经历了今年以来

的“熊牛转折”之后，未来还将延续长期慢牛的运行格局。

在此背景下， 虽然A股市场和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内外

部环境上依然可能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变” ，但投资者更应

当关注未来的“不变” 。其中最重要的是许多行业龙头公司

过去几年和未来两三年依然会延续的竞争优势和优秀财务

表现。 张延鹏表示，近两年，行业龙头公司在经营层面和资

金层面所处的环境都较为友好。在全行业的分化过程中，行

业龙头企业往往持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的微观结构，如盈

利、现金流等财务指标都在持续向好。 在此背景下，今年很

多龙头公司股价迭创新高，涨幅显著超过市场预期。需要注

意的是，这些龙头公司未来的行业格局同样非常确定，他们

未来两三年的业绩增长也非常确定。

张延鹏表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将重点对先进制造、

TMT、大消费、医药等四大产业进行布局。短期内股票仓位

会维持中等水平，当市场预期较为乐观时，可能会将仓位提

高到九成左右。

关注三大投资机会

在上述四大产业中，将着重把握三方面的投资机会，具

体包括今年市场关注度不高的优质消费股、 部分表现不够

充分的绩优周期股、 长期成长性较为确定而现阶段业绩表

现相对欠佳的个股。

在消费股方面，张延鹏认为，今年大消费板块中，白酒

股的股价表现比较充分，但还有一些类似于食品、零售、农

业等大消费行业的个股二级市场表现并不充分。 未来内需

消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消费升级趋势不断延续，相

关优质龙头企业只要能够保持产品竞争力和公司所处的行

业格局，最终的盈利和财务表现仍然会长期向好，未来依然

有较好的投资机会。

在周期股方面，张延鹏分析表示，今年以来，偏周期类

行业的优质龙头企业大多表现欠佳。 但从宏观经济环境和

行业基本面来看，各类风险整体有限，多数周期性行业在行

业格局上也呈现出集中度提升的特征。 从A股相关龙头公

司今年半年报的财务表现来看，其盈利仍然持续向好，许多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方面显著改善。叠加不少

周期类龙头企业非常有吸引力的分红回报等因素， 今年四

季度到明年，这些公司的股价表现值得期待。

对于那些行业格局和成长性特别确定而短期业绩表现

相对欠佳的优质龙头企业， 张延鹏也表示持续关注。 一方

面，股票投资需要关注性价比的概念，今年业绩与股价表现

比较充分的股票， 未来的投资回报率可能会下降； 另一方

面， 那些因短期企业战略调整或外部冲击而出现财务数据

欠佳的企业，只要其中长期的成长逻辑确定，仍然有希望获

得比较好的超额收益。（王辉）

嘉实基金陈正宪：

多措并举打造Super� ETF

□

本报记者 张凌之

随着深交所调整ETF交易结算模式，深市

ETF正开启投资新纪元，嘉实沪深300ETF和

嘉实中证500这两大深市跨市场ETF旗舰产品

也受益良多。 作为两只ETF的基金经理，同时

也是嘉实基金指数投资部总监， 陈正宪表示，

嘉实基金正多管齐下，不断提升旗下ETF的吸

引力，并基于兼具主动投资和被动管理优势的

Smart� Beta思想来打造“Super� ETF” 。

深市ETF开启投资新纪元

对于深交所今年以来推出的降低交易

成本、丰富ETF产品体系、优化交易机制的

一系列举措，陈正宪表示，这一方面有利于

增强ETF市场流动性，进一步强化ETF产品

的工具属性；另一方面，简化ETF运作模式，

降低市场参与各方的运行成本和操作风险。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跨市场股票ETF场内申

赎模式调整后，当日申购的ETF份额当日即

可卖出， 当日赎回所获的股票当日也可卖

出，投资者和流动性服务商的份额及资金使

用效率均得到显著提升。

嘉实沪深300ETF和中证500ETF作为

深市沪深300指数和中证500指数的旗舰

ETF， 此前受深交所原有申赎模式的限制，

场外模式T日申购所得ETF，T+2日才可卖

出，场外模式T日赎回所得股票，T+2日才可

卖出；场外模式T日赎回所得资金，T+3日才

可用，因此参与套利交易者较为有限。

陈正宪指出，机制优化后，赎回得到的

资金，T日即可用，T+1可取， 将极大地方便

套利交易者，特别是私募投资者。 价差套利

可以快速实现， 降低了套利交易的风险，同

时资金利用效率更高。 此外，交易壁垒的移

除将带来ETF流动性的显著提升，配置型机

构投资者的进出也会更加方便。

除了深市跨市场ETF交易效率提升外，

单市场ETF的交易也有改善。 陈正宪介绍，

在原有T+1DVP（货银对付）模式下，ETF

和资金交收都是T+1日。 机制优化后ETF份

额交收提前到了T日。 原有模式下卖出深交

所ETF所得的资金当日不能用于购买沪市

的股票，新模式下将不存在此限制，卖出得

到的资金沪深市场的股票都可以买，单市场

ETF资金使用效率也有提升。

用Smart�Beta思想驱动Super�ETF

据了解， 目前嘉实沪深300ETF是跟踪

沪深300指数规模最大的ETF，也是深市规模

最大的ETF， 嘉实中证500ETF则是深市跟

踪中证500指数规模最大的500ETF。 在深市

跨市场ETF机制优化后， 嘉实沪深300ETF

和嘉实中证500ETF的流动性将有极大的提

升，同时也将带来更大的规模增长。

在陈正宪看来， 持续吸引投资者的关键

在于打造高品质的ETF。 嘉实将通过降低费

率和持续的资源投入，比如加强做市、持续营

销、提升流动性、提供丰富的交易场景和多样

化的品种，以及推出“Super� ETF” 品牌等

多种举措来提升旗下指数产品的吸引力。

业内人士指出， 传统的指数投资优势在

于便宜、稳定、流动性好，但不足之处在于只

能提供市场平均水平， 很难捕捉到Alpha收

益。相比传统ETF，兼具主动投资和被动管理

优势的Smart� Beta是更好的底层配置工具。

陈正宪介绍， 由Smart� Beta思想而驱

动的“Super� ETF”可以概括为“六个超” ，

即超便宜 （费率低廉）、 超方便 （流动性

好）、超丰富（策略多元）、超透明（清晰的

指数编制）、 超标准 （标准化产品）、超

Smart （长期有超额收益）。 这些也是嘉实

“Super� ETF” 的核心竞争力。 未来嘉实基

金将根据Smart� Beta的优势， 把“Super�

ETF” 打造为资产配置标准化的底层产品。

陈正宪表示， 在未来Super� ETF产品设计

中，嘉实基金在策略构建上突出了“长赛道

+大师思想” 的特色，即聚焦于长期核心赛

道叠加卓越的投资思想，是嘉实基金未来进

行Super� ETF产品布局与设计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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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研究+数据+系统

“为客户赚钱， 不仅仅取决于产品收益

率，更在于在合适的时间为合适的客户推荐

合适的产品。” 中欧钱滚滚业务负责人表示，

为了给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投顾服务，中欧基

金做了如下准备：首先，中欧基金通过中欧

基金研究平台、 量化团队及资产配置团队，

为钱滚滚提供大类资产配置研究、 基金研

究，为开展基金投顾业务提供强大的研究支

持；其次，搭建了自己的数据平台系统和数

据仓库，提取了大量的客户标签，组建了专

门的数据分析团队进行梳理和分析； 再次，

自主研发了智能投顾相关系统，组建了具备

自主研发能力的技术团队和对金融产品与

客户具有洞察力的专业的产品经理团队。

此外，钱滚滚为投顾业务配置了专业的产

品研究及投资管理、算法研究、产品及客户行

为分析团队，以及系统建设和客户服务团队。

嘉实财富相关业务负责人也表示，嘉实

财富基于“定制账户” 的管理实践，为即将

试点的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专项设立风控规

则，综合评估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目标，明确基金组合策略风

险特征，向客户提供符合自身风险识别能力

和承受能力的组合策略。

此外，嘉实财富已经完成了独立的系统

开发，包括自主研发的投资者RPS风险定位

系统、全市场资产配置管理系统、海量投资

者管理系统、交易流程监控系统，以及账户

诊断系统等。

或取消申赎费用

在费率结构的设计方面，中欧钱滚滚相关

业务负责人表示，收取的投资顾问费将抵扣客

户的基金交易费用，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

内， 尽力避免因为组合调仓所产生的额外成

本。 长期来看，希望可以通过客户长期持有的

资产规模来收取一定的投顾费用，而不是通过

申购赎回等交易型费用盈利，计入基金资产以

外部分将予以抵扣。 按客户持有一年以上测

算，客户需要承担的费用大大低于传统的基金

销售模式。 在市场推广期，或将考虑合理的费

率折扣来降低客户体验门槛，让更多的普通客

户可以体验并接受这一新的服务方式。

嘉实财富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投资顾

问只向投资者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不再向

产品方收取任何销售佣金。

华夏基金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 在试点

阶段，华夏财富对账户管理费开展优惠活动，

账户管理费基于客户组合里的基金资产而

定。为了降低客户的交易成本，目前华夏财富

投资顾问组合里的成本基金申购费低至零。

南方基金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司南

智投”通过减免认申购费和收取与投顾账户

规模挂钩的投顾管理服务费的方式，使南方

基金与投资者利益更好地绑定。

关注客户个性化体验

随着基金投顾时代的到来， 专业化、标

准化及个性化成为各家投顾试点机构的努

力方向。

中欧钱滚滚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在专

业化方面，公司设立了服务投顾业务的投资

决策委员会， 评审投顾基金池的调入和调

出，对每一类投顾组合策略的产生和调整以

及账户设计提供指导，并为每一类投顾策略

设置专门的组合经理， 进行持续追踪管理。

在标准化方面，中欧的投顾策略系统将实现

系统化建模，避免过多的人工干预，确保组

合策略准确执行。 在个性化方面，则会根据

客户需求及标签， 基于统一的策略和算法，

调整参数，实现个性化定制。

南方基金也十分关注客户的个性化体

验：通过南方基金“司南智投” 的小测试，仅

仅需要1分钟， 即可为客户提供量体裁衣式

的核心三问指引，帮助客户理解自身资产的

属性、所追求的回报，以及能承受的风险。此

外，提供“一系列全天候管家式专业投顾服

务” 也是南方基金投顾服务的定位，“司南

智投” 将帮助客户代为进行基金产品筛选和

配置，持续跟踪市场与策略执行情况，管理

客户投顾账户， 提供包括理财需求评估、资

产分析诊断、自动调仓及投后服务等。

南方基金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司南

智投’通过与第三方销售机构天天基金开展合

作，以实现‘全市场公募基金产品配置’的目

的。此举在业内还没有先例，或为首家创举。 ”

� 10月28日，在华夏财富基金

投顾品牌发布现场， 一位投资者

与华夏财富网站签约， 成为公募

投顾试点启动之后华夏财富的首

位基金投顾客户。

基金投顾客户的登场也标志

着基金投顾试点业务正式启航。

易方达基金、 南方基金、 华夏财

富、 嘉实财富和中欧钱滚滚已经

申请试点并完成备案， 将正式开

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工作。

记者了解到，专业化、标准化

及个性化成为各家投顾试点机构

的努力方向。 在费率模式方面，各

家都希望可以通过客户长期持有

的资产规模来收取一定的投顾费

用， 而不是通过申购赎回等交易

型费用盈利。

基金投顾业务启航

客户个性化体验成突破口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首批获准开展基金投顾业务试点的基金公司

数据来源/Wind�截至10月29日

基金公司 基金数量 资产合计(亿元) 非货币基金资产合计(亿元) 试点机构

易方达基金 168 6,942.07 3,456.66 易方达基金

华夏基金 164 4,686.77 2,752.54 华夏财富

南方基金 197 5,765.71 2,524.78 南方基金

嘉实基金 165 4,723.17 2,205.19 嘉实财富

中欧基金 69 2,161.84 1,064.11 中欧钱滚滚

私募基金募集机构在投资者身份资质的管理上做得

好不好，是识别违规私募的“照妖镜” 之一。 其中三个环

节最易“埋雷” ：投资者不达标，投资者人数超限，不进

行投资者适当性评估匹配。

雷区一 投资者不达标———警惕成为“错的人”

私募基金投资者必须是“合格投资者” ，具备相应

条件和风险识别与承担能力。 那么，什么样的个人才算

得上合格投资者？

根据规定，私募基金的个人合格投资者应满足下

列条件：

（1）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

（2）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万元；

（3）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

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 这里的金融资产可以包括银

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

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目前，存在两种向“非合格投资者” 募集资金的违规情

形：

第一，资产条件不达标。

募集机构直接向金融资产不足 300 万元或最近三年个

人年均收入不足 50 万元的个人募集资金， 或者提供虚

假资产证明，蒙混过关。

案例：A 基金公司发行的“a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产

品风险暴露，投资者损失惨重，经调查发现 A 基金公司

为资产不达标的个人出具虚假私募基金份额充当符合

认购条件的个人金融资产证明，妄图蒙混过关，实际多

名投资者金融资产不足 300 万元且近三年个人年均收

入不足 50 万元。

第二，起投金额不合规。

私募基金投资门槛为 100 万元，但有的管理人要么直接

违反这一规定，要么非法拆分转让基金份额，来变相突

破最低投资金额限制。

案例：A 基金公司发行“a 私募投资基金” ，约定投

资金额 5 万元至 150 万元不等，投资期限为 1 年，其中

大部分投资者的投资金额都不超过 100 万元。

案例：L 基金公司设立 M 机构， 用于吸收非合格投

资者资金，最后由 M 机构认购 L 基金公司设立的“b 私

募投资基金” 部分份额，经调查发现这些投资者投资金

额均低于 100 万元。

案例：W 基金公司发行“w 私募投资基金” ，其销售

员宣传该只基金可拆分，暗示投资金额不足 100 万元的

投资者联系亲朋好友，凑足 100 万，以其名义购买，私下

拆分收益。 在销售员的怂恿下，不少对私募基金了解甚

少， 风险承受能力低的社会群众被眼前收益所诱惑，纷

纷联系亲朋好友掏出自己的血汗钱。

雷区二 巧立名目突破产品人数上限———警惕成“黑

户”

单只契约型基金的累计投资者人数不得超过 200

人，单只合伙型基金累计投资者人数不得超过 50 人。

但是许多私募机构要么直接突破人数限制， 要么变

相突破，比如通过加盟连锁、特邀合伙伙伴、成立多个合

伙企业等方式，代销其基金给更多人。

案例：合伙企业 E 系私募基金管理人，采取收取加

盟费的模式设立“加盟网点” ———成立多个合伙企业并

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代销 E 的私募基金。 在多方合

伙伙伴共同推介下，同时利用 POS 机划款等方式，吸收

约 1250 名投资者，投资款共计 1.99 亿元，受害投资者

众多，财产损失大。

雷区三 不做适当性评估匹配———“拉郎配” 埋雷

基金募集机构应当做好风险测评（针对投资者）和风险

评级（针对私募基金产品），把适当的基金产品或者服

务，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

然而个别募集机构没有做到实质的评估或评级。

投资者在认购前，应关注是否有风险测评环节，否则可

能有超出承受能力的损失。

案例： H 公司未对旗下“Y 号私募基金” 进行风险

评级，未将“HD 基金” 的投资者划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

业投资者，未根据普通投资者收入来源、资产状况等因

素，对“ZK 基金” 投资者叶某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进行

细化分类，2019 年被证监会处以行政监管措施。

友情提示：

一旦发现以上违规行为，及时收集保存证据，立即向

公安机关、监管部门举报，向中国基金业协会投诉。 中国

基金业协会受理投诉的主要途径如下：

（1）在线受理：如涉及已在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

理人，可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台（http://gs.amac.

org.cn）” 点击该管理人公示信息页面中的 “投诉” 按

钮，按照要求在线填写并提交投诉信息；

（2）现场受理：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大厦 A 座 25 层；

（3）信函接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北京市

西城区月坛大厦 A 座 25 层；

（4）私募咨询热线：400-017-8200

�������（5）证监会 12386 热线

（6）微信公众号：中国基金业协会 CHINAAMAC

跨越私募合格投资者雷区，避免成为“错的人”

私募产品防雷手册（身份资质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家对“长期投资” 这个词并不陌生，但是，似乎很少

有人真正去探究其背后的赚钱逻辑。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

好好地聊一聊“长期投资” 。

一天，是否能改变一家企业？

无论是买股票，还是买权益类基金，本质上都是在买

“企业的价值” ，股价不过是公司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股

价虽然总是在剧烈波动，但长期会回归内在价值。 而这个

内在价值，就是企业经营过程中能够创造的收入、利润、现

金流。

那为什么长期投资是有效的呢？

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企业创造价值也需要足

够的时间” 。 经营的变化是逐渐产生的，一天或一个月，甚

至一年的时间， 理论上都不会让一家企业发生质的变化。

今日股价高于昨日，并不是因为今天的企业就比昨天的优

秀。 所以，短期投资并不是在投资企业的价值，更多的可能

是博弈的成分，而博弈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

但长期投资，更多的是基于对企业基本面的认可，只要

企业真正优秀，长期就可以创造股东价值。

坚持的人越少，策略越有效

一个现实问题是，知道长期投资重要性的人很多，真正

做到的却少之又少。

这种现象的背后，与投资者的损失厌恶、短视思维、羊

群效应等行为偏差有关。 比如说，坚持长期投资通常不得

不面对短期亏损，而短期收益却能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

让我们变得更兴奋， 所以大部分人都难以抵制 “及时收

益” 的诱惑。 同时，长期投资可能意味着你短期内会落后

于同伴，这会带给人“社群比较压力” ，所以你宁愿与大

家一起亏钱，也不想在大家都赚的时候只能眼巴巴看着。

能够坚持长期投资的人，要么就是买入后直接选择忘

记这个账户，要么就是有超强的克服人性弱点的能力。

好消息是： 正因为能够坚持长期投资的人少之又

少，反而让这一投资策略有了更强的“赚钱效应” 。

所以，如果你认同长期投资，却总是管不住自己短期

交易的手，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些强制的投资纪律，“强迫”

自己真正成为一名“投资长跑者” 。

长期投资，你准备好了吗？

长期投资的道理都懂，为什么做不到？

兴全基金 蒋寒尽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