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建行贵州省分行首批 6 个“劳动

者港湾”正式投入使用。

建行在原有服务的基础上，全部开放对

外卫生间、 增设免洗手液及设置饮水点；为

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母婴室、儿童活

动区、手语等服务；便民服务区内，设置雨

伞、爱心拐杖、老花镜、针线盒、创可贴等几

十项便民措施，满足客户日常的需求；为环

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临

时休息、免费茶水、微波炉饭菜加热等服务。

“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没电能充电，饭

凉能加热” 不再是口号，全面的服务设施及

人性化的服务给大众客户如家般的温暖。

正如田国立董事长所讲：“金融人的使

命，不只是用理论去解释问题，更要找出切

实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今天，我们只有本着

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脚踏实地解决社会

问题， 重塑商业银行的价值观和服务文化，

才能让银行业重新赢得民众的尊重，让银行

工作者重新赢得职业的尊严。 ” 尽管劳动者

港湾的建设和运行工作需要做出许多努力，

但秉承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人民对美

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工

作导向和目标，贵州分行将不断扩大“劳动

者港湾” 建设范围，进一步推进网点服务资

源对公众开放。相信树立“开放共享，责任担

当” 理念打造出的“劳动者港湾” ，将彰显建

设银行“服务大众、促进民生” 的品牌形象，

使建行成为百姓心中最有温度、 最为贴心、

最有担当、最具责任感的银行。

（本报记者）

首批“劳动者港湾”

正式投入使用

8 月 6 日， 中国证监会宣布批

复华夏、博时、广发、工银瑞信等 14

家基金公司的 14 只基金成为首批

养老目标基金产品。目前，首批获发

的 14只基金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准

备工作主要包括与渠道洽谈发行档

期，以及准备风险揭示书、投资者教

育等。

养老目标基金是指以追求养老

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为目的， 鼓励

投资人长期持有， 采用成熟的资产

配置策略， 合理控制投资组合波动

风险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对养老目标基金最简单的解

释， 养老目标基金就是旨在于满足

人们养老需求的基金， 和股票型基

金，货币型基金，债券型基金的性质

相差不多，但转为养老设计。从信息

披露来看， 这一批获批的养老目标

基金全部为

FOF

基金，其中目标日

期基金有 8 只， 目标风险基金共有

6只。

FOF

也就是常说的“基金中的

基金” 。 已经试水近一年，但由于试

点时机不好，所以这批

FOF

的业绩

都不太理想。 今年第一季度， 很多

FOF

都在配置货币基金， 显得过于

保守；第二季度，一些

FOF

基金加

大了股票型基金的配置， 结果却不

理想，基金净值跌幅较大。

据统计，这些

FOF

基金，今年

以来的平均跌幅是 3.6

%

，

好于指数

型基金的

-15.68%

，

好于股票型基金

的

-13.38%

，

好于混合型基金的

-

8.39%

，

但是不如债券型基金的

3.63%

以及
货币型基金的 2.4

4%

。

更加令人失望的是， 它们居然

不如全部开放式基金的平均水平

0.3

4%

。

根据天天基金网的统计，纳

入统计的 13 只

FOF

基金中， 大多

数

FOF

基金净值还在
1

元面值以

下， 净值最高的前海裕源累计净值

和单位净值均为 1.0045 元，该基金

成立已有三个月。 华夏聚惠

FOF

更

惨，该基金去年 11 月份成立，目前

净值只有 0.98元。

当然，第一批

FOF

入市的时机

正是熊市， 这样的成绩也算是意料

之中。从运作上来看，绝大部分公募

FOF

保持较为稳健的投资策略，基

本都以配置债券型基金、 货币型基

金为主，仅少量参与权益投资，因此

表现出一定抗跌性， 而一些表现不

佳的

FOF

主要是由于配置了仓位

较重的权益类基金。整体而言，虽然

公募

FOF

的平均跌幅相对于股票

市场的整体跌势表现出了一定抗跌

性， 但这样的净值表现还是较为差

强人意。

业内人士表示，养老目标基

金还是全新事物，目前国内投资

者对于养老目标基金和普通基

金产品的区别还没有足够充分

的认识。 养老目标作为基金投

资，优点在于目标明确、收益较

为稳定、波动较小，符合低风险

投资者的要求，预计可能逐步发

展壮大、成为规模较大的主流基

金。

如果对自己养老金投资的

需求清晰、明确自身风险偏好，且

有一定的市场投资经验， 建议选

择目标风险基金。 如果本身对理

财只是不了解， 无暇顾及账户资

产管理， 那么目标日期基金更适

合。 目标日期基金对长期资产配

置趋势一目了然。

即便如此，两种策略不同的

基金， 如果对于普通投资者而

言， 如何去选择还是挺有难度

的，建议基金发行后，可以咨询

一下银行的理财经理，根据自身

的风险承受力，寻求合理化的分

析的指导，便于选择。

与普通基金随时可以赎回

不同，这批养老目标基金都有最

低持有时间的限制，仅从现有的

情况来看，首批养老目标基金以

3 年持有期为主， 共计 9 只，还

有 4 只 1 年持有期以及 1 只 5

年持有期。

工行贵阳分行理财经理梁

鑫表示，很显然，如果是投资者

去认购的话，要做好长期不用钱

的准备才可以，如果是流动性比

较高的资金，最好还是投资于货

币基金或者是现金产品比较好。

本报记者 王蕾

本报讯 近日，光大银行天津

分行参与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

组织的某大型航空资本控股公

司（爱尔兰）国际银团项目成功

放款。

这是光大银行首笔飞机租

赁项下的国际银团项目，项目的

成功落地是光大银行自贸业务

在飞机租赁业务发展上的又一

重大进展，标志着光大银行自贸

飞机租赁业务成功迈向国际市

场。 早在 2009年，光大银行天津

分行与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就成功开展了一笔以空客

A320

总装线为基础资产的融资业务，

该笔业务不仅成为业内的案例

典范，也拉开了光大银行与航空

产业合作的序幕。

随着天津自贸区设立、“东

疆模式” 的形成，光大银行自贸

团队针对天津自贸特点制定了

依托天津自贸政策优势，结合跨

境交易、 国际银团等金融服务，

积极帮助飞机租赁行业利用自

贸、境外两个平台打通境内外融

资和支付结算，进而实现行业全

链条金融服务的天津自贸区业

务发展战略。

2015 年，光大银行成立天津

自贸分行，启动第一笔飞机融资

租赁整机融资； 随之在租金保

函、 三年期预付款流动资金贷

款、长期美元项目贷款均取得较

大突破。

2016 年，落地全行首单以飞

机应收租赁款和残值转让款为

标的的私募资产证券化业务；积

极探索飞机租赁保理业务，提供

了从结算至资产转让的不断升

级金融服务。

2017 年，“中飞租天津 2017

单一财产信托”项目成功投放。该

笔业务通过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

流转中心挂牌交易， 同时创造了

银登中心首单“美元资产流转” 、

首单“飞机标的资产流转” 两个

首单。 在第六届中国航空金融发

展（东疆）国际论坛暨第五届中

国航空金融万户奖颁奖盛典上，

被授予中国航空金融创新项目

“融资创新奖” ，同时也入选天津

自贸区金融创新案例。 （王蕾）

光大银行自贸飞机租赁业务成功迈向国际市场

银行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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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市场最热的话题就是“养老目标基金”了。

8 月 6 日，证监会一口气批准了 14 只养老目标基金上市。 由于养老目标基

金主要针对的是个人投资者，那么，养老目标基金是否有投资价值？ 个人投资者

又该如何选出适合自己的产品呢？

核心提示

14只养老目标基金面世

两大产品类型，投资者该如何选

从投资策略上来看， 这一批

养老目标基金分为目标风险策略

和目标日期策略两种， 可能会在

风险和收益上产生较大的差别。

采用目标日期策略的基金

被称为目标日期基金， 也称为

TDF

，该类基金是以投资者退休

日期为目标，根据不同生命阶段

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投资配置的

基金。它假定投资者随着年龄增

长， 风险承受能力逐渐下降，因

此会随着所设定目标日期的临

近， 逐步降低权益类资产 （股

票、股票基金、混合型基金等）

的配置比例，增加非权益类资产

的配置比例。

这类基金以投资者退休日

期为目标，根据不同生命阶段风

险承受能力调整投资配置，比较

适合有养老投资需求但对投资

知识又不太了解的普通群体。

采用目标风险策略的基金被

称为目标风险基金， 也称为

TRF

。 是根据特定的风险偏好来

设定权益类资产、 非权益类资产

的配置比例的基金。 它假设投资

者比较清晰地知道自身对基金组

合风险（波动率）的目标需求，主

要目的是为了向大众提供具有不

同层次风险目标的投资方案。

通俗点说，就是对于低风险

偏好的投资者，权益类资产的占

比应该比较低；而高风险偏好的

投资者，可以配置较高比例的权

益类资产，具体可以等到招募说

明书出来，再关注具体的配置比

例范围。

对目标风险基金来说，如果

其股票仓位始终保持在零到八

成之间的话，那么对基金经理择

时与择股的要求都非常高。对以

日期为目标的养老基金来说，如

果成立的前半段，即股票仓位可

以较高的时候，市场很差，而到

了股市好的时候，股票仓位又被

限制得很低了，此时如果债券市

场又进入“暴跌模式” ，那就不

可能有好成绩了。

“蓄势待发”

1

投资策略有区别

2

要做好长期投资准备

3

给大众客户如家一般的温暖———

↑客户正在体验“劳动者港湾”

建行贵州省分行以善融商务平台为依

托，大力推广地方特色产品，竭力助力“黔

货出山” 。

加快扶贫商户拓展步伐，拓宽“黔货”

电商销售渠道， 累计拓展 85 户扶贫商户入

驻善融平台，在有建行机构贫困县域覆盖度

70

%

，

并在 5 个无建行机构的县域成功拓展

商户入驻。

搭建“贵州扶贫馆” ，集中展示和推广

扶贫商品。 全省 8个地区中，已有 6 个在扶

贫馆设置专区。 通过善融商务平台组织“扶

贫爱心购” 、“扶贫龙支付” 等专题活动，力

促扶贫商户产品走出贵州、走向全国。

打通政府合作通道共促扶贫。分行先后

与毕节市政府、铜仁市政府联合开展线下扶

贫活动。 借力“党建扶贫” 提升善融商务美

誉度。 分行与省内一家以退休老党员为首、

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脱贫的“罗甸美猴橙” 商

户联合开展党建扶贫活动，一期活动就为农

户推广销售 9000多斤，后续保持稳定销量；

与贵阳市白云区政府合作，在其扶贫联系点

黔南长顺县成功营销省内知名品牌食品入

驻善融并取得优异的销售业绩。支持重点扶

贫商户。

搭建“黔货出山·善融周四惠” 平台，聚

焦重点扶贫商户，加大网络宣传、拓宽营销

路子，打造了“毕节水果萝卜单日销售 8000

斤” 、“贞丰布依灰粽热销 30000 个” 、“铜

仁玉屏黄桃脱销” 、“毕节红皮土豆三次加

库存” 等多个精准扶贫案例。 （本报记者）

电商扶贫

引导“黔货出山”

目标日期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