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期股混金牛基金平均收益超2.6倍

穿越牛熊成色十足 金牛基金展现长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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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

增加期货市场供给 扩大对外开放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3月30日在液化

石油气期货及期权视频上市仪式上致辞时表

示， 期货市场在管理风险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也应该有所作为。 要切实担负起责任，不断创

新工具，增加市场供给，提高运行质量，扩大对

外开放，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

理工具，精准解决企业经营面临的难题，更好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期货行业更积极创设

“口罩期权”“手套期权”“消毒液期权” 等场

外工具，直接支持防疫生产企业稳定现货供应

价格，保障防疫物资生产。

方星海指出，液化石油气是重要的清洁能

源，关系国计民生。 液化石油气期货期权是我

国期货市场首个气体能源品种，也是首个期货

期权同步推出的品种。上市液化石油气期货和

期权，是期货市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能

源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的重要举措，是以油、煤、

气为代表的国内能源期货市场体系建设的重

大进展，也是期货品种上市机制的新尝试。 大

连商品交易所要扎实拓展产业服务，加强市场

监管，全力保障市场平稳运行，促使液化石油

气品种尽早发挥功能作用。

方星海表示，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等

多种因素影响， 国际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剧烈

波动，实体企业普遍面临库存高、销售难、产业

链运转不畅、原料和现金流紧张等问题，宏观经

济和企业经营风险陡然增大。 期货市场风险管

理的功能凸显，作用发挥愈加显著。期货市场迎

难而上，积极作为，为抗击疫情、推动复工复产，

稳定企业生产经营贡献了“期货力量” ，赢得了

各方面的认可。 春节后，期货市场正常开市，经

受住了价格大幅波动的考验， 并保持了稳中有

进。 1-2月份，累计成交5.66亿手，成交金额43.6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0.39%和29.99%。 市场新

开户数不断增加， 总有效客户数达到159万个。

更为重要的是，期货市场为企业套期保值，规避

价格风险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企业的产供销提

供了实实在在的服务。 期货交割机制和仓单交

易平台，（下转A02版）

4月央企熔喷布日产能预计超70吨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资委3月30日消息，截至目前，中央企

业熔喷布日供应量已达到42.5吨， 仅用半个

多月时间实现了翻番。 中央企业已累计生产

供应超过1000吨熔喷布，可供生产10亿只医

用口罩。 中国石化、中国石油新建20条生产

线将于4月份陆续达产， 届时中央企业熔喷

布日产能预计将提升到每天70吨以上，成为

稳定供应、平抑价格的重要力量。

据了解， 国机集团所属恒天嘉华通过

紧急改造现有生产线转产熔喷布， 产能目

前已快速提升至30吨/天， 跃居全国第一。

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与国机集团通力合作，

对标“雷神山”“火神山” 建设速度，加快

推动新建生产线投产， 目前中国石化所属

燕山石化两条一期生产线已于3月8日提前

投产。

河北唐山：

装备制造企业转产防疫物资

3月30日，

工人在医用一

次性口罩生产

线上工作。 近

日， 河北省唐

山海港经济开

发区一家装备

制造企业在管

委会的指导和

协助下， 注册

成立医疗科技

公司， 取得生

产一次性医用

口罩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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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投资+银行 国寿“三箭齐发” 助企业减震复工

□

本报记者 薛瑾

“这下总算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们可以集

中精力搞生产了！ ” 在拿到中国人寿的覆盖公

司200多名员工的复工复产专属产品保单后，

温州一家企业负责人感慨道。

与客户虽不见面，但服务从未间断。 面对

实体经济大面积停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下称“国寿” ）加速强化科技“马达” 动

力，让金融服务“不打烊” ，积极调动旗下“保

险+投资+银行” 三大条线，发挥保险风险转移

功能，为复工复产减震、稳信心，增加上百亿投

资授信，帮助实体经济恢复元气。

保险及时提供“减震器”

“我们不分昼夜地赶工， 就是想让同事和

销售伙伴在家办公更安心， 为服务客户更便

捷，让客户体验更暖心。” 国寿一名技术部门员

工表示。 疫情发生后，国寿加速“科技赋能” ，

强化线上服务场景和功能，为疫情期间提供更

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打下技术基础。

与此同时， 国寿一方面积极支持防疫工

作， 一方面推出多款创新产品支持复工复产。

“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责任险

附加法定传染病保险”“店家一保通、 守护神

系列” 等，就位列其中。

复工前夕，重庆天力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管理层一直在琢磨，怎样全方位做好员工健

康的保障工作。“最后我们决定为员工增加商

业保险保障，送上一份关爱。 ” 重庆天力相关

负责人表示，“但疫情期间， 无法临柜办妥所

需手续。但通过国寿重庆分公司推出的团险客

户服务系统线上自助保全服务功能，公司工作

人员在家就可以在线上传资料，几分钟时间便

办理完增加被保险人的申请手续。 自助方便，

效率高！ ”

为了不误农时，助力春耕，国寿加码农业

服务，促进线上线下更好融合，助力“米袋子”

“菜篮子” 稳产保供。“我们现在有一款‘国寿

i农险’ 应用，集成了3S、AI、风险预警、水印相

机、测长估重、OCR识别等新技术，极大提高了

农险服务效率。 疫情期间，累计为近百万农户

提供风险保障。 ” 国寿财险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

“对于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产品，我

们还开发了相关创新险种。 如在浙江参与政策

性叶菜价格指数保险； 在山东大力开展蒜薹、

大蒜、马铃薯等蔬菜目标价格保险，通过提供

价格保障，增强菜农生产信心。” 上述人士补充

道，“我们还有专门的远程视频医疗服务，农户

足不出户即可享受，有效协助农户缓解了疫情

期间就医难问题。 ”

投资对接实体经济需求

国寿还充分发挥保险资金投资长期性优势，

为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实体经济提供资金缓冲。

国寿资产公司有关人士介绍：“针对湖北

等地疫情后经济建设，国寿资产公司加快与湖

北科技投资集团公司开展信托贷款合作，向武

汉地铁集团磋商追加投资额度；参与投资湖北

30年期抗疫债券并中标25亿元，为重点地区疫

后经济发展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

“国寿资产公司及时跟踪重点行业客户需

求，制定投融资方案，正在积极推进江苏交通、

陕西交控、陕西高速、南京地铁、天津地铁、天

津港、北京京投、成都轨交等项目，支持重点行

业在疫情后快速恢复，带动经济稳健发展。” 他

表示。（下转A02版）

着眼长期 突出权益 优中选优

第17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揭晓

□

本报记者 李惠敏 林荣华

第17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31日揭晓，

共17个奖项88个获奖名额花落39家基金公司。

易方达、景顺长城、华安基金、交银施罗德、中

欧、银华、兴证全球、富国、鹏华和广发共10家

基金公司荣获“金牛基金管理公司”称号。“金

牛进取奖”“权益投资金牛基金公司”“固定

收益投资金牛基金公司”“被动投资金牛基金

公司”“海外投资金牛基金公司”“量化投资

金牛基金公司” 和54只“金牛基金” 等奖项同

时公布。

2019年， 中国基金业迎来较好的发展机

遇， 基金业绩和管理规模取得双丰收。 截至

2019年底， 公募基金管理机构管理公募基金

6544只，规模约14.8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当前，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公募

基金行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加快推进资本市

场对外开放为行业带来了新机遇，全面深化资

本市场改革为基金行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这

要求基金公司坚持“受人之托、代客理财” 的

行业本质，强化专业能力，大力发展权益类基

金，不断满足广大居民财富管理需求。

顺应行业发展趋势，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

选不断完善评选规则， 坚持长期评价导向，促

进权益类基金发展，引导行业长期投资、价值

投资，防控行业风险，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本届

评选坚持长期评价原则，进一步优化基金奖项

设置，取消一年期基金评奖，突出三年期、五年

期等长期奖项，增设七年期基金奖项。 同时，评

选更多关注基金的长期业绩稳定性、投资风格

鲜明性等评价指标，充分发挥业绩比较基准的

作用，注重考察基金的实际投资运作及基金合

同的履行情况，并增加了对基金公司养老金管

理能力的考察。 此外，为进一步引导基金管理

人注重中长期投资回报， 提升权益投资能力，

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本届评选增设

“权益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奖项，鼓励基金公

司在主动权益投资能力上形成特长。本届评选

着力精简获奖数量，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优中

选优，获奖名额为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实

际上， 尽管基金管理人和产品数量逐年增加，

金牛奖评选一直坚持宁缺毋滥、优中选优的原

则，主动控制奖项数量，获奖名额近三年呈逐

年下降趋势，凸显出金牛奖评选的高含金量。

过去几年，A股市场经历宽幅震荡行情，

但金牛基金表现出获取超额收益的投资能力。

特别是五年期和七年期金牛基金，为投资者奉

献了可观的长期回报。据统计，本届评出的“七

年期股票型金牛基金” 和“七年期混合型金牛

基金”的平均收益率高达260.46%和293.01%，

同期沪深300指数涨幅为62.37%；“五年期股

票型金牛基金” 和“五年期混合型金牛基金”

的平均收益率达144.55%和162.99%， 而同期

沪深300仅上涨15.93%。

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由中国证券报社

主办，中国银河证券、招商证券、海通证券、天

相投顾和上海证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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