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绩诱人 “基金”再上热搜

本报记者 张凌之 王宇露

8月6日，“基金”再次登上微博热搜。 除了基金发行市场的

火热，最让基民兴奋的是基金出色的业绩。 今年以来，不仅96%

以上的偏股型基金都取得了正收益，更是诞生了9只业绩翻番的

基金。

一方面，显著的赚钱效应让基民急于“上车” ；另一方面，市

场的回调又让基民保持警惕。 部分基金经理认为，A股仍有望展

开新一轮的上升行情， 近期市场的震荡回调将提供较好的逢低

布局机会。

赚钱效应显著

8月6日，“基金”一词再次登上微博热搜。而助推“基金”再

上热搜的，是今年以来基金抢眼的赚钱效应。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5日，在4990只股票型和偏股混合

型基金中（A/C份额分开统计，下同），今年以来有4826只基金

取得了正收益，977只基金今年以来的份额净值增长率超过

50%。

更为突出的是，有9只基金今年以来的份额净值增长率超过

100%。 其中，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今年以来的份额净值增长率达

113.61%，排在首位；易方达生物科技以108.14%的份额净值增

长率居次位；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A今年以来的份额净值增长率

达107.28%，排在第三位。

值得注意的是，被动基金表现不凡，在9只业绩翻倍基金中，

有5只为被动指数型基金。 从行业来看，医药主题基金仍然是最

大赢家。 这9只基金中，有8只是医药生物类主题基金。

除了显著的赚钱效应之外，6日市场出现结构性调整， 也是

让“基金” 登上热搜的重要原因。 截至6日收盘，上证综指收报

3386.46点，微涨0.26%；深证成指收报13863.13点，下跌0.70%；

创业板指收报2814.37点，下跌1.60%。

今年“基金”共有五次登上热搜，其中四次市场出现不同程

度的调整。“基金”今年首次登上热搜是7月14日，市场经过多日

的连续上涨后回调；第二次登上热搜是7月21日，当日主力资金

净流出141.25亿元；第三次登上热搜发生在7月24日，当日A股

市场大幅调整， 上证指数失守3200点， 创业板指跌幅高达

6.14%，北向资金当日净流出163.57亿元。

回调提供布局机会

市场震荡回调是否砸出“黄金坑” ？ 部分基金经理表示，近

期市场的震荡回调将提供较好的逢低布局机会。

华商改革创新股票、 华商双驱优选混合基金经理李双全对

于8月份的市场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他表示，首先，8月份是半年

报披露季。随着半年报的逐步披露，各行业上市公司的利润情况

逐渐呈现，将进一步印证经济上行、企业盈利上行这样一个大趋

势。 其次，流动性整体仍有望保持合理充裕的状态。

诺德基金的基金经理潘永昌认为，经过7月中旬以来的整固

后，市场未来仍有望展开新一轮的上升行情，近期市场的震荡回

调将提供较好的逢低布局机会。一方面，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的

趋势不变，8月新发公募基金建仓和配置型外资流入带来增量资

金规模可观。 在经历了业绩验证和解禁高峰之后，预计A股在三

季度后期的上涨将更稳健、更持续。

此外，潘永昌表示，机构投资者高度认同权益资产的中长期

机会集中在科技、医药、消费领域，在没有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

背景下， 这种投资认知在短期内扭转的可能性较小。 具体配置

上，潘永昌建议关注苹果产业链、半导体产业链，以及云计算、新

能源汽车、疫苗、白酒、建材和军工等板块。

‘

’

利于投资者锁定收益 降低流动性管理难度

基金公司密集申报非开放型产品

□本报记者 李岚君

今年以来，权益基金发行市场爆款不断，但

持有人普遍缺少“耐心” ，运行一段时间后，爆

款基金规模大幅缩水现象屡屡出现。 为提高投

资人持有时间， 部分基金公司在新产品设计中

进行了创新。 据大成基金统计，截至8月4日，今

年以来共有153只非开放类产品上报，其中定期

开放类53只，封闭运作类16只，持有期类84只。

非开放式产品越来越受到基金公司的欢迎。

引导投资者长期投资

相对开放式基金，非完全开放类产品可以

理解成“定期” ，其实就是给每笔申购单独加

上期限，投资者入场之后在一定时间内没有频

繁操作的可能。 一般而言，非开放基金的运作

方式主要分为三类：定期开放类基金、封闭运

作类基金、持有期类基金。

所谓持有期基金， 是指投资者无论何时申

购都需要持有一定期限才能赎回的基金； 定期

开放基金则采用封闭运作和开放运作交替循环

的运作方式，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只有开放期内才可办理； 封闭运作基金则要求

持有人在封闭期内不能赎回，“封转开”之后才

有赎回的可能。 大成基金大类资产配置部首席

FOF研究员王群航认为， 为有效提高投资者收

益， 基金公司产品以交易制度的创新来潜移默

化地引导投资者延长持有期限， 让投资者真正

充分体会到长期持有的好处。因此，非开放类产

品正在业内由点到面、从少到多地开展起来。

持有期类产品更受青睐

从近期产品申报动态看，定期开放类基金

较多。 封闭运作类基金也有一些，但不是主流。

借鉴养老基金的经验，持有期类基金则从无到

有，越来越多，且逐渐成为主流。

实际上，持有期基金可以看作是近两年的

一类创新型品种，不仅区别于开放式基金，与原

来的定期开放式基金也有所不同。 国内首只持

有期类型的基金是一只FOF产品，而今年随着

“固收+” 产品的兴起，很多非FOF类基金也以

定期持有型的方式发行成功。

比较上述三种运行方式，王群航认为，定期

开放的“定期” 对产品的冲击较大。 而封闭运

作产品，不仅有前者的缺点，而且有些甚至是一

锤子买卖，之后就转开放了。 持有期类产品的

运行方式既可以平滑“定期”的冲击，还可以永

续存在，是目前相对最好的方式。

业内人士表示，持有期类产品便于基金经

理按照自己的投资节奏管理产品，也有利于投

资者锁定收益。 与传统的封闭式基金相比，这

类产品既具备了规模相对稳定的特点，又能够

满足投资者定投或变更投资计划时追加投资的

需求，整体更加灵活。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基金分析师杨

晗称，持有期类产品之所以频频发行，是因为这

种方式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投资者都有利。 对

于基金管理人而言，持有期类产品降低了流动

性管理的难度，基金管理人可以更好地为投资

者创造超额收益；对于基金投资者来说，原有的

定期开放式产品申购赎回的日期过于严苛，稍

不留神就可能错失时机。 持有期类基金因为在

申购日期上更灵活，投资者购买体验感更好。

短持有期产品更为普遍

不可否认的是，持有期类产品也并非完美无

缺。杨晗直言：“长持有期解决了基金管理人面临

的流动性管理压力，基金管理人可以专注投资而

无需顾虑资金的稳定性。 对投资者而言，强制性

长期持有，能更充分享有长期合理回报。 但长期

限基金毕竟约束了投资者的资金流动性， 长期

限也可能让基金管理人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懈怠。

更重要的是，对于投资者而言，选择了错误的长

期限基金将导致置换成本非常高。 ”

目前， 申报持有期类产品的期限以“三个

月”和“一年”较多。“个人投资者对于持有期类

的产品在逐步认知、接纳中。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意识到，设立一定的期限，既可以帮助自己纠正

不良的投资习惯，也可以让基金经理创造更多的

超额收益。 ”杨晗分析，“过去几年，很多三年期、

五年期的产品募集很成功，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

上有所饱和，基金公司需要给投资者提供多样化

的产品以及在业内实现差异化竞争。 因此，今年

新产品的持有期设置较多集中于一年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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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公募机构

高管频繁变动

□本报记者 余世鹏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6日，今年以来共

有81家公募机构（包括基金公司和资管公司）

的181位高管发生职位变更。 其中，中小公募机

构的高管离职现象较为突出。分析人士指出，核

心高管对公司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 要留住核

心高管和人才， 还应进一步发挥股权激励等机

制的作用。

中小基金高管离职较多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总经理刘亦千

表示，基金行业是个人力资本主导的行业。自行

业诞生以来，高管变更一直较多。 同时，基金行

业还是利益集中、考核明确的行业，高管干得好

坏都在众目睽睽之下， 机构考核和评价也会对

人才的流动产生影响。

记者了解到，在高管离任的机构中，以中小

基金公司居多。 其中，今年3月，红塔红土基金

总经理刘辉因工作原因离任；4月，金鹰基金董

事长李兆廷因工作安排离任；6月，弘毅远方基

金总经理李湧离任。 弘毅远方基金成立于2018

年1月，至今已经更换了两任总经理。

“中小基金公司要实现持续发展， 要想办

法留住核心高管人才。 ”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

济学家杨德龙指出，当前，公募基金公司的头部

聚焦效益越发突出，中小基金公司“弯道超车”

的可能性虽在变小，但依然存在。 “关键是，基

金公司要留住核心人才，从而在投资业绩、产品

和渠道创新、品牌价值等方面做出成绩。 ”

发挥激励机制作用

杨德龙指出， 核心高管对基金公司的发展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们的影响会体现在公

司发展战略、 公司治理、 投研体系等各方面。

“要留住核心高管， 关键要在激励机制上做文

章。 ”杨德龙表示，机构除了提供具有竞争力的

薪资、奖金外，还应进一步发挥股权激励和员工

持股计划的激励作用， 让高管在公司平台上充

分发挥出管理才能。

为提升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核心竞争力，推

动行业高质量发展，7月中旬，中国证监会相关

部门向各派出机构发出通知，鼓励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实施员工持股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信达澳银基金总经理朱永强表示， 股权激

励计划将优秀人才与公司利益绑定， 让优秀人

才与公司并肩作战，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为人才队伍的“升、降、进、出” 搭建顺畅通道。

据朱永强介绍， 信达澳银基金的股权激励计划

正在酝酿当中，预计在2020年年内落地。 该计

划将以投研骨干为主， 同时覆盖市场等岗位的

骨干员工。

2019年12月加盟信达澳银基金之前，朱永

强曾于2016年10月至2019年10月任前海开源

基金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而自2013年成

立以来， 前海开源基金不仅实施了股权激励机

制与合伙人制度， 还于2019年底实施 “轮值

CEO制” ，在机制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记者获

悉， 前海开源基金于近日迎来了中国基金业协

会原秘书长贾红波的加盟， 贾红波担任该公司

联席总经理一职。前海开源基金表示，根据前海

开源基金内部发文，贾红波目前已经入职，将主

要负责机构业务。

赚钱效应显著

8月6日，“基金” 一词再次登上微博热

搜。而助推“基金” 再上热搜的，是今年以来基

金抢眼的赚钱效应。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5日，在4990只

股票型和偏股混合型基金中 （A/C份额分开

统计，下同），今年以来有4826只基金取得了

正收益，977只基金今年以来的份额净值增长

率超过50%。

更为突出的是，有9只基金今年以来的份额

净值增长率超过100%。 其中，招商国证生物医

药今年以来的份额净值增长率达113.61%，排在

首位；易方达生物科技以108.14%的份额净值增

长率居次位；融通医疗保健行业A今年以来的份

额净值增长率达107.28%，排在第三位。

值得注意的是，被动基金表现不凡，在9只

业绩翻倍基金中，有5只为被动指数型基金。从

行业来看，医药主题基金仍然是最大赢家。这9

只基金中，有8只是医药生物类主题基金。

除了显著的赚钱效应之外，6日市场出现

结构性调整，也是让“基金” 登上热搜的重要

原因。截至6日收盘，上证综指收报3386.46点，

微涨0.26%；深证成指收报13863.13点，下跌

0.70%；创业板指收报2814.37点，下跌1.60%。

今年“基金” 共有五次登上热搜，其中四

次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基金”今年首

次登上热搜是7月14日，市场经过多日的连续

上涨后回调； 第二次登上热搜是7月21日，当

日主力资金净流出141.25亿元；第三次登上热

搜发生在7月24日，当日A股市场大幅调整，上

证指数失守3200点， 创业板指跌幅高达

6.14%，北向资金当日净流出163.57亿元。

回调提供布局机会

市场震荡回调是否砸出“黄金坑” ？ 部分

基金经理表示，近期市场的震荡回调将提供较

好的逢低布局机会。

华商改革创新股票、华商双驱优选混合基

金经理李双全对于8月份的市场持较为乐观

的态度。 他表示， 首先，8月份是半年报披露

季。 随着半年报的逐步披露，各行业上市公司

的利润情况逐渐呈现， 将进一步印证经济上

行、企业盈利上行这样一个大趋势。其次，流动

性整体仍有望保持合理充裕的状态。

诺德基金的基金经理潘永昌认为，经过7

月中旬以来的整固后，市场未来仍有望展开新

一轮的上升行情，近期市场的震荡回调将提供

较好的逢低布局机会。 一方面，经济基本面持

续向好的趋势不变，8月新发公募基金建仓和

配置型外资流入带来增量资金规模可观。在经

历了业绩验证和解禁高峰之后，预计A股在三

季度后期的上涨将更稳健、更持续。

此外，潘永昌表示，机构投资者高度认同

权益资产的中长期机会集中在科技、 医药、消

费领域， 在没有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背景下，

这种投资认知在短期内扭转的可能性较小。具

体配置上，潘永昌建议关注苹果产业链、半导

体产业链，以及云计算、新能源汽车、疫苗、白

酒、建材和军工等板块。

� 8月6日，“基金” 再次登上微博

热搜。 除了基金发行市场的火热，最

让基民兴奋的是基金出色的业绩。今

年以来， 不仅96%以上的偏股型基

金都取得了正收益，更是诞生了9只

业绩翻番的基金。

一方面，显著的赚钱效应让基民

急于“上车” ；另一方面，市场的回调

又让基民保持警惕。部分基金经理认

为，A股仍有望展开新一轮的上升行

情，近期市场的震荡回调将提供较好

的逢低布局机会。

业绩诱人 “基金” 再上热搜

□本报记者 张凌之 王宇露

新华社图片 数据来源/Wind，截至8月5日

基金简称 今年以来的份额净值增长率（%） 投资类型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 113.61 被动指数型基金

易方达生物科技 108.14 被动指数型基金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A 107.28 偏股混合型基金

国泰中证生物医药ETF 104.93 被动指数型基金

汇添富中证生物科技A 103.85 被动指数型基金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 103.55 普通股票型基金

汇添富中证生物科技C 103.37 被动指数型基金

长城环保主题 101.03 灵活配置型基金

工银瑞信前沿医疗 100.21 普通股票型基金

今年以来份额净值增长率超100%的偏股型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