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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新常态 大国新机遇
□本报记者 余喆
8 月 29 日 ，“2015 年 建 设
银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
牛会杭州站” 活动在西子湖畔
举行。
华安基金总经理童威、海
通证券副总裁李迅雷、中国建
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陈
根海、华安基金投资总监翁启
森、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高
道德与到会的400多位投资者

交流了对近期宏观经济走势
和股市前景的看法。
李迅雷表示，未来股市将
作为投资配置的主阵地，不
再会被边缘化。 翁启森认为，
中国正在经历中长期的调
整， 这个调整会体现在资本
市场， 未来可以从中国结构
性的发展里面找到投资机
会。 高道德建议，在大类资产
配置上增加稳健收益类基金
的配置。

李迅雷：股市将是投资配置主阵地

□本报记者 余喆
8 月29日，“
2015年建设
银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
牛会杭州站” 活动现场，海通
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
迅雷表示，未来股市将作为投
资配置的主流阵地，不再会被

边缘化。
李迅雷认为，这一轮的经
济下行与以往不同。 以往中国
经济下行只要一刺激就有回
升， 现在刺激了也难见气色，
这是经济结构在调整。 经济的
增长是人口现象，今后中国人
口净增长会放慢，从而影响劳
动人口的增长，人口的抚养比
例就会上升，所以使经济增长
放慢。 一方面是劳动人口减
少，另一方面是人口结构的变
化，影响到方方面面的产业。
“中国这样的经济体，经
过过去30年高速增长，肯定会
有一个回落过程，这种回落在
所有的高增长国家都不例外。
中国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
阱，变成高收入国家，这是有

难度的。 如果中国成为一个高
收入国家，就意味着全球40%
的人口是高收入，这在统计上
是不可能的。 ” 他对宏观经济
未来走势的判断是，中国经济
还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
构必须转型，投资方向也必须
转变。
对于近期人民币汇率变
化，李迅雷表示，央行现在执
行的是有管理的货币政策，所
以不能容忍大幅度贬值，但是
贬值是必需的，因为人民币保
持盯住美元的政策，美元已经
出 现 了 对 其 他 货 币 20% 到
30%的增值，如果人民币不贬
值， 对中国出口是不利的。
“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不大，
贬值之后对中国货币政策的

主动性更加有利。 ”
他表示未来股市将作为
投资配置的主流阵地， 不再
会被边缘化。“我对中国的股
市非常有信心， 最大的信心
就来自于居民资产配置向金
融领域转移， 在金融领域肯
定是往股票配置， 这是一个
大趋势。 股指从5000点跌下
来， 以前大家可能会去买银
行理财产品、买房子，但是现
在来讲兴趣不大， 所以还会
回到股市。 ”
李迅雷表示，A股市场仍
然是以散户为主，从这个角度
讲投资的主题还在于新兴行
业。 另外， 国有企业改革、借
壳、重组等，都应该是投资的
主题。

童威：以更成熟思维进行资产配置

□本报记者 余喆
8 月29日，在“
2015年建
设银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

金牛会杭州站” 活动现场，华
安基金总经理童威表示，随着
市场逐渐成熟，华安基金的专
业价值和对投资者的忠诚一
定会通过产品体现出来，通过
服务渠道的客户，最终让投资
者体会到。
他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
经济增速向中高速转移，二是
经济质量从粗放型向精细型
转移。 “经济新常态有这样几
个特点，第一，中国的金融需
要创新来引领；第二，原有的
金融子行业，比如银行、信托、

证券、保险，由相对分割向金
融综合服务、 跨界竞争转变；
第三，普惠金融一定会得到蓬
勃发展。 ”
童威表示，建设银行、中
国证券报和华安基金联合
推出的这次活动意义重大。
目前阶段确实需要我们与
投资者沟通和交流。 “市场
上看多的观点不少，比如改
革牛还在，市 场 跌 到 3100 点
主要板块的估值已经相对
合理，还有机构的仓位相对
较低；当然看空的观点也是
在理的，比如前期人民币汇

率的贬值，还有美元的升息
更加明确。 对于这些困惑，
我相信专家会用详细的资
料、详细的逻辑与投资者沟
通，最后帮助大家以更加成
熟的思维应对下半年的资
产配置。 ”
最后，童威表示华安基金
和投资者一起经历了从2014
年到2015年的行情。“
我们相
信随着市场逐渐成熟，华安的
专业价值和对投资者的忠诚
一定会通过产品体现出来，通
过服务渠道的客户，最终让投
资者体会到。 ”

高道德：
增加稳健收益类基金配置

□本报记者 余喆
8 月29日，“2015年建设银
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杭州站” 活动现场，海通证券研
究所副所长高道德 表 示 ，2015
年下半年A股的整体判断是震
荡，在大类资产配置上，建议增
加稳健收益类基金的配置。
高道德介绍，基金投资可以
采取“天地人和” 的方法。 所谓
的天地之道就是分析大类资产
与风格资产配置。 对于基金经理
进行定量业绩与风格评价，以及
定性的调研。 天地之道的分析可
以采取投资时钟的方法，看经济
处在什么状态。
人之道主要是对基金经理
的分析。基金经理有自己的风格，
变化是不大的。 所以不要认为一
名基金经理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得
非常好。应进行业绩归因分析，看
这位基金经理是靠运气赚钱还是

陈根海：
帮助投资者解决实际问题

翁启森：挖掘结构性调整的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余喆
8 月29日，在“
2015年建
设银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
金牛会杭州站” 活动现场，华
安基金投资总监翁启森表示，
中国正在经历中长期的调整，
这个调整会体现在资本市场，
未来可以从中国结构性的发
展中找到投资机会。

他认为，全球经济处于低
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下，
中国现在也表现出同样的特
征。 经济增长下台阶，未来利
率也将在一定空间内下行。 中
国经济正在转型，它表现的形
态和40年前的日 本 、20 年 前
的韩国走的路径图几乎是一
样的。 第一产业会下台阶，也
就是制造业会下台阶，但是有
一批新兴产业会崛起，占GDP
的比例越来越重要，那就是服
务业。 从支出结构看，会发现
消费的比重对GDP造成很大
影响，也就是说，中国未来不
是靠投资端， 而是靠消费，中
国的人均收入结构正在发生
很大改变，企业肯定不是主导
的要素，但是人均收入可以不
断改变，也就是说中国这么大

的经济体正在经历一轮中长
期调整，调整会体现在资本市
场，未来可以从中国结构性的
发展里面找到投资机会。
翁启森预计，未来人民币
未必会走向弱势，中国在走向
富强的过程中，需要强大的汇
率基础，才能产生更大的购买
力，更大的内需转型动力。
他表示，像浙江所发展的
传媒旅游是华安中长期看好
的投资方向，包括大体育板块
有很大的发展机会。 医疗服务
行业也有很大的空间，美国在
2008年出台的医改政策让他
们的医疗产业上了一个台阶，
我国现在的医疗支出还严重
不足，相信中长期还是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相 信 国 企 改 革 还 有 投

资机会。 大家最担心互联网+
是否从此告一段落，我并不担
心。 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所
迸发的互联网效应绝对大于
美国，互联网板块最近调整很
大，但是未来的投资机会会慢
慢孕育而生。 ”
翁启森介绍， 近期华安
在整个投资板块释放出另一
番风采。 “在股市下跌之后，
我们现在在全市场前20名的
主动权益基金中已经有了3
只。 我相信还将有出色的业
绩来证明我们的投资能力。
固定收益在今年和去年都是
可圈可点的， 我们的保本基
金去年是全市场表现前两
名。 海外收益团队的业绩相
对稳定， 每年都是在市场业
绩前十名之内。 ”

靠能力赚钱。 我国多数基金经理
具有选股能力，而缺乏择时能力。
对基金经理有一个大的把握以
后， 要对基金经理进行调研、访
谈， 访谈的目的是判断基金经理
是不是有明确的投资理念， 分析
他的资产配置、 行业配置和选股
方法，看他的选股流程、调仓流程
和基金经理投决会分工。
市场风格是多变的，基金经
理的风格是稳定的， 所以在选择
基金时要考虑风格多变性。 就像
现在的市场属于震荡过程， 就选
在震荡市下做的不错的基金经
理。投资者在选择的时候要考虑：
第一，投资策略是什么；第二，自
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第三，对市场
的判断能力；第四，投资期限。
目前该选什么样的基金呢？
按照天地人和这一思路来分析，
首先2015年下半年对A股的整
体判断是持续震荡，在大类资产
配置上，建议增加稳健收益类基
金的仓位。 具体包括，震荡市场
中主动股混基金优于指数基金；
结构性市场可以关注热点，指数
基金里的主题与行业品种有挖
掘空间；纯债基金有望提供稳定
收益， 对于偏债的选择需谨慎，
量化对冲类偏绝对收益基金是
较好选择。

□本报记者 余喆
8 月29日，在“
2015年中国
建设银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
金牛会杭州站” 活动现场，中国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陈
根海表示，中国建设银行是基金
托管行中的主力，托管的基金获
金牛奖比例最高。 本次活动以
“基金万里行服务客户” 为主要
宗旨，更加注重对客户的针对性
服务，切实帮助投资者解决投资
中的实际问题。
陈根海表示，股市的大起大
落容易让人们对市场把握失去信
心， 同时对当今市场形势存在许

多疑虑，在中国证券报、华安基金
管理公司、 建行浙江省分行的
“
强强联手” 下，邀约业内资深专
家，共同研讨国内经济热点、宏观
经济分析以及下一步市场行情发
展、 下半年基金投资建议等热点
话题， 帮助客户更全面地了解市
场、了解风险，做好投资。
他表示，中国建设银行是基
金托管行的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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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活动的主办
方之一——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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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将
做好基金销售服务工作为己任，
是广大客户投资理财的好帮手。
本次活动以 “基金万里行服务
客户” 为主要宗旨，更加注重对
客户的针对性服务，帮助投资者
解决投资中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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