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正证券任泽平 17 日发布研

究观点认为，行至年中，对债券市

场的观点转向积极：在经过三个季

度的债市下跌之后，目前的债券市

场已经具备较好的投资价值，我们

可能正站在新一轮债市牛市的前

夜。

研究观点认为，利率债或许正

站在一轮崭新的牛市前夜，当前的

配置可以向哑铃型配置转换：一方

面博取未来中长端利率债的比较

丰厚的资本利得；另一方面在货币

政策偏紧的位置上配置短端债券

及同业存单，依然存在比较好的利

息收益。当前中长期利率债已经具

备了较好的安全边际，中长端利率

债的安全边际一般会提前于广谱

收益率拐点出现。 据《证券时报》

工银创新动力

亏损原因：“中小创次新股 +高仓位”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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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不需要提前充值，直接先

通行后付费……日前， 工行推出了工

银黔通记账卡。 全国使用都可以不停

车、不充值。

工银黔通记账卡是经贵州省交通

运输厅批准， 适用于高速公路联网收

费的支付卡，ETC 专用车道和人工收

费通道均可使用。 配合电子标签

（OBU）使用时，车辆通过电子不停车

收费车道（ETC 专用车道），可实现

不停车通行，系统将自动收取通行费，

省内过高速还可以享受 95折优惠。客

户无需先进行 ETC 卡充值，有效解决

客户排队长、充值难的问题。 同时，工

银黔通卡还具有商贸消费、洗车、加油

等多场景应用功能。

（本报记者 王蕾）

工银黔通记账卡

先通行后付费

本报讯 日前，工行推出宇宙星座

信用卡， 现在开展消费返现、 爱购全

球、获赠账户安全险等促销活动。

工行宇宙星座信用卡是专属年轻

人的“黑卡” ，卡面设计为黑色，辅以

简洁线条，炫酷时尚，符合年轻一族追

求新潮的心理诉求。卡片分为普卡、金

卡、简约白金卡，每个级别都有 Visa

和银联两张卡， 再乘以 12个星座，那

么就总共有 72张信用卡。同时还有很

多优惠特权。新客户办卡并消费三笔，

每笔满 66 元，返现 66 元。 卡片提供

容时容差服务，减免有效期内年费。持

卡人可获得优酷视频或爱奇艺会员尊

享体验。该卡可参与爱购全球活动，享

最高返现 21%， 免外汇兑换手续费。

可以参加爱购周末活动最高立减 200

元。任意消费即可获赠账户安全险，最

高获赔 5万元。

市民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工银

信用卡微讯” ，参加粉丝福利活动“码

上荐有惊喜” ， 生成自己专属二维码

进行扫码办卡。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新推

宇宙星座信用卡

证监会：港股基金须“文题相符”

“挂羊头卖狗肉” 乱象严重

6 月 14 日，证监会下发《通过

港股通机制参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

的公募基金注册审核指引》。基金人

业人士表示，未来，基金公司申报冠

以“港股” 名义的新基金，将会受到

新规定的强力约束。

《指引》对港股通类别的基金

设立、投资与运作进行规范，包括规

定“基金名称如带有‘港股’ 等类似

字样，应当将 80％以上的非现金基

金资产投资于港股” ，港股类基金产

品 “基金管理人应当配备不少于 2

名具有 2 年以上香港市场投资管理

相关经验的人员” 等等。

自 2015 年首只沪港深基金面

世并热卖以来， 沪港深基金成为公

募基金市场的“热门品种” 。 有统计

显示，截至目前，包含部分 Q D II基

金在内， 共有 112 只以港股为标的

之一的沪港深基金成立。 其中今年

一季报有数据披露的沪港深基金为

86 只，合计净资产规模达到 840 亿

元。

在快速扩容的同时， 沪港深基

金家族也呈现出 “挂羊头卖狗肉”

等乱象。

多位基金业内人士表示，《指

引》将改变目前沪港深基金“文不

对题”的现象，尽量避免对投资者产

生误导。

今年以来港股市场“领跑” 。 6

月 9 日恒生指数盘中攀上 26090 点

的近两年新高， 年内累计涨幅一度

超过 18％，表现远好于同期沪深股

指。 得益于今年以来港股的强劲表

现，沪港深基金整体业绩表现不错，

其中，有可比业绩记录的 72 只沪港

深基金今年以来的平均收益率达到

9.37% ， 业绩最好的基金今年以来

的收益率高达 25.29% 。 不过，在整

体业绩表现不错的背景下， 不同沪

港通基金的业绩差异也非常明显，

如排名最后的某基金今年以来竟亏

损了 14.54% 。

来自浦银安盛基金的观点认

为， 年内港股持续走强源自三大因

素：全球经济复苏趋势明显，欧美股

市上涨带动港股； 港股公司普遍估

值合理， 与成熟市场相比有较大提

升空间；“北水南下” 改善港股流动

性。 目前内地资金对港股配置仍在

中期过程，未来仍会持续增长，后市

港股投资前景依然看好。

而在投资风格方面， 港股蓝筹

股和成长股均获得不同投资机构青

睐。 综合

针对眼下火热的沪港深基金，证监会下发文件对公募基金通过港股通交易投资港股作出规范。

某基金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表示，部分沪港深基金虽在募集时以“港股投资”为最大卖点，但在实际操作中港股配置很低，更注重 A 股

配置，给持有人造成了明显误导，这是导致监管层对该类基金立下“新规”的主要原因。

而在此间投资机构看来，尽管受到美联储缩表预期等影响，其投资前景依然看好。

机构：投资前景依然看好

还具有商贸消费、洗车、

加油等多场景应用功能

享有多项优惠特权

2015 年 6 月 12 日， 上证

综指创下 5178.19 的牛市高

点，随后急转直下持续调整。截

至今年 6 月 12 日，从市场表现

看，过去两年中，上证指数涨幅

为 2.93% ， 创业板指数跌幅

-22.12%。

统计数据显示， 在整体普

跌的行情中， 成立于牛市高点

前的 1060 只基金中，112 只基

金跌幅超过 50%，13 只基金跌

幅超过 60%。汇金转型成长、工

银创新动力、 东吴双动力混合

等 8 只基金净值跌破 1 元，合

计规模达 59.33亿。

除去个别基金分红外，意

味着大多数投资者亏损惨重。

13只基金亏损超 60%

“5178点” 两周年：

再 看 东 吴 双 动 力 混 合

（580002）， 该基金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 15 日， 是一只长达 10 年的老

基金，晨星评级仅为一星。 该基金最

新规模为 4.62亿（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 该基金自 2015 年 3 月份至

2015 年 9 月份基本跑赢沪深 300 指

数， 随后与沪深 300 指数基本持平，

自 2016年 8月份开始与沪深 300 指

数涨跌距离逐渐拉开，这点与工银瑞

信创新动力走势相近。 从 2016 年开

始业绩就排在后四分位。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整体表现净

值增长率为 58.16%， 累计分红为

1.063元。 该基金成立以来有过 7 位

基金经理， 现任基金经理戴斌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开始与程涛、张

楷浠、薛和斌共同管理该基金，目前

只剩他一人。 戴斌属于“一拖多” 基

金经理， 目前管理东吴双动力混合、

东吴新趋势混合、 东吴配置优化混

合、 东吴新产业精选混合四只基金，

其整体业绩行业排名偏后。

查阅东吴双动力混合 2017 年一

季报，该基金股票配置达 91%的高仓

位，2016 年 12 月 31 日基金的股票

配置比例由 88%，重仓股来看，该基

金保持了一贯的成长股投资策略，坚

持在电子、人工智能、游戏等板块中

寻找投资机会， 而 2016 年以来这些

板块个股大多数下跌较快，其基金业

绩表现深受影响。 一季报显示该基金

规模为 4.62 亿元， 大多数都为个人

投资者。 文 /鸡血石

■案例

以工银创新动力 （000893）股

票基金为例， 该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成立以来。 成立以来，基金

资产净值与资产总值整体都是向下

趋势，只有 2015 年第四季度有短暂

的冲高后。 2016年 7月份以后与沪

深 300 指数的走势逐渐拉大。 从

2016 年开始业绩就排在后四分位，

2017 年一季报显示器股票持仓

93%， 细细查阅其两年来十大重仓

股发现，一直偏爱安通控股、利欧股

份、启明星辰、皇氏集团、泰豪科技

等个股；而近两年来，多利欧股份从

21.02元跌到 3.51元（截至 6 月 14

日），跌超 80%；泰豪科技从 27.85

元跌到 15.72 元，跌了将近一半；启

明星辰从 26.90 元跌到 18.81 元。

可见， 多个股股价腰斩直接导致业

绩下滑。

其现任基金经理刘天任、 李劭

钊。 李劭钊 2016年 9月 28日为新

进基金经理、王烁杰于 2017 年 5 月

18离职。 而刘天任现旗下管理工银

创新动力股票、 工银互联网加股票、

工银信息产业混合股票三只基金，除

去工银信息产业混合，整体行业排名

靠后。互联网加和创新动力前十大重

仓股较重合，自 2016 年初的熔断加

之随后的成长股下挫，至 2017 年一

季度仍以信息产业、互联网工等行业

为主要配置方向，加之受制于股票型

基金持有的股票仓位不能低于 80%

限制，使其主动管理基金把控及择时

能力表现的不尽如人意。

东吴双动力混合

“5178 点” 两周年

区间跌幅最大基金

基金简称 单位净值 区间跌幅

汇金转型成长 0.705� � � � � -66.44%

工银创新动力 0.748� � � � � -65.50%

金鹰核心资源 1.011� � � � � -65.19%

东吴双动力混 0.701� � � � � -64.94%

工银稳健成长 1.3029� � � � -64.63%

汇添富移动互 1.315� � � � � -63.33%

银华高端制造 0.791� � � � � -62.56%

金元顺安新经 1.136� � � � � -61.78%

国投瑞银核心 0.5951� � � � -61.39%

中银新动力股 0.76� � � � � � -61.32%

泰达宏利领先 0.869� � � � � -60.44%

海富通中小盘 0.859� � � � � -60.33%

浦银安盛价值 1.363� � � � � -60.13%

数据截止 2017-6-12

声音

任泽平：我们可能正

站在债市牛市的前夜

业内人士表示，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基金时，要擦亮眼睛，不要被短期投机博弈的产品业绩所吸引，

需要考量基金产品长期的主动管理能力；同时审时度势，要注意分散风险，均衡配置。

提醒

董希淼： 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上升仍将持续

日前，少数媒体报道说，全国

有 20 家银行停止发放个人住房

贷款。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 房贷

大面积停止，这还了得？ 想买房的

人，岂不是要哭晕在厕所？

认真看了相关报道， 又仔细

核实了房贷数据，笔者发现，这种

说法太不靠谱了， 是对我国住房

信贷市场的严重误解。

笔者以为， 全国性大面积停

止房贷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完全

不科学。 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

的变化，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上升

将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而且，在

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强的情况下，

无论是在一二线城市还是在三四

线城市， 贷款购房都应更多一份

谨慎。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

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港 股 基 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