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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收益

“不温不火”

紫云自治县位于安顺市、 黔西南州、黔

南州的交界地带，属于深度贫困地区。 虽然

建行安顺分行于 2000年撤并机构后并未在

紫云设置网点，但仍持续为该地区脱贫攻坚

助力。

为进一步扩大农村和贫困地区金融服

务的深度和广度， 建行安顺分行以深化民

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为工作重点，精准发

力，走进紫云，多级联动，开展信贷政策宣讲

与信贷产品宣传。

近日，建行安顺分行通过建设银行“惠

懂你” APP，仅用时几分钟，就成功向紫云县

一户砂石厂发放信贷资金 50 万元。 打破了

建设银行在紫云县域无网点的物理限制，为

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也为紫云县打赢脱贫攻

坚战注入“活水” 。

建行安顺分行在发展业务的同时，切实

做好扶贫“造血”工作。以金融科技助力，延

伸金融服务链条， 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发展，

精准对接脱贫攻坚金融服务需求，承担起作

为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延伸银行服务半径

惠及深度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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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合该如何“设计”

除了底层资产需要搭配

以外，还要考虑需要投资的期

限。手里最好要保留 3-6 个月

的家庭正常开支，这笔资金一

定要流动性比较强的基金，比

如些债券型基金、 货币基金

等，虽然开放式基金都可以日

常申赎，但由于这两类基金的

投资风格比较适合随用随取，

因此适合管理手中的零钱。

还有完全用不到的钱，再

考虑去做一些长线的基金投资，

比如说基金定投，完全依靠时间

的作用来获取更高的收益。

投资期限越短，搭建的基

金组合越趋于保守， 反之亦

然。 这是因为投资时间越长，

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得到平

滑的概率越大； 投资期限越

短，反而会被短期内市场的不

确定性牵绊，以此需要通过相

对保守的投资策略进行风险

控制。

不同基金公司投资运作

的策略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有

些基金公司擅长团队协作，有

些则是基金经理单兵作战，两

种运作策略各有优劣。为了尽

可能避免掉入同一种运作策

略的劣势，我们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在基金投资组合中包含

这两种运作策略的基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很多人都明白“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的道理，会通过不同品种的投资组合来平

衡风险，如果某一项投资并不成功，至少其他几个品种的收益还可以弥补损失。

有些基民为了贯彻这一“精神” ，买了过多基金，不仅难于打理而且管理起来也很不方

便。 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设计基金组合呢？

基民小李最近几年热衷

于在互联网平台购买各种基

金， 无论是朋友推荐、

APP

推
荐，都多少购买了一些，有时

候支付宝的财富频道做促销

活动也会投资一些。 不知不

觉，小李购买的基金居然达到

了十只之多，这还不包括定投

的部分。

记者看到，小李的基金组

合五花八门，不仅有指数型基

金，还有偏股型和混合型基金，

有些亏损有些盈利，综合算下

来，收益情况并不理想，年化折

算收益只有三个百分点左右。

“本来是觉得分散投资比较

好，看样子也不一定。 ” 小李觉

得有些困惑。

分散风险是投资理财中最

基础的常识， 但是要做到真正

的分散风险，可没那么简单。 首

先这个“散”并不是无的放矢的

去购买名称上不同的基金，而

是投资底层资产不同的产品。

很多产品， 名称上看起来

是两个品种， 但其实底层资产

都一样。比如指数基金，所有的

沪深 300指数基金， 跟踪的都

是沪深 300走势， 所以就算买

10 只不同的， 也是一跌全跌，

根本没起到分散的作用。

那么如果买两类不同的产

品，比如说股票和基金，算不算

分散了呢？那也不一定，因为基

金中的股票型基金， 本身也是

投资股票的， 所以也会出现你

买的基金和股票关联度极高的

情况，同样也是一跌全跌。所以

说， 正确的做法是投资底层资

产不同的产品。比如说，同样是

指数基金， 可以投一只沪深

300 指数基金和一只上证 50

指数基金， 因为这两类基金跟

踪的就是不同指数， 底层投资

的也是不同资产， 关联度就比

较低。

除了各个投资产品关联度

要低以外， 各类产品的风险类

别也要不相同， 既不能全投资

于高风险级别的产品， 同样也

不能走另一个极端， 全投资于

低风险产品。因此，应该将本金

划分出来，高风险、中风险、低

风险理财产品分别进行一部分

投资。 用低风险的去保证本金

不受损， 再用部分钱去尝试博

取一个高收益。

作为普通投资者，只要搭

配好比例，尽量保证低风险投

资的收益，能覆盖高风险投资

的亏损。由于每位投资者的财

务状况、风险偏好等方面存在

着差异，所以合理的基金组合

投资策略也不尽相同。

工行双龙航空港支行零

售业务负责人高毅建议， 无论

投资者年龄多大、有没有经验，

首先通过各种渠道正确评估自

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拟订投资

计划，包括投资资金、投资期限

和预期投资收益率。 做好这些

自我评估后， 需要咨询银行客

户经理或相关专业人士了解口

碑较好的基金公司， 了解各类

型基金特点和风险， 在专业人

士帮助下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投资资金、收益预期和投资

期限配资不同类型基金构建投

资组合； 配置后要定期关注自

己的投资组合， 及时跟专业人

士沟通交换意见以便做出合适

的调整。当风险偏好不同，即风

险承受能力不同时， 稳健型的

风险偏好，在搭建基金组合上，

会更侧重对债券等固定收益类

基金的配置； 而当风险偏好为

激进型时， 则更倾向于对股票

型、 激进配置型等权益类基金

的配置。

那么买多少只基金比较

合适呢？ 一定不能太多了，毕

竟投资要兼顾风险、收益和流

动性，如果花费过多的精力去

挑选，就会牵扯自己太多的时

间精力，非常不划算。 具体买

几只需要根据个人的投资计

划而定， 如果要兼顾流动性、

风险性和收益而言， 一般 3-4

只，包括货币、债券和偏股型

基金； 如果是月光族理财，金

额不大，则基金定投，1-2只即

可。

专家建议：不要太散乱，关联度要低

分散投资也有学问

搭配合理 做到“少而精”

期限也需要错配

本报讯 近日，光大银行贵阳分行云岩

支行联合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贵阳市

教育协会、贵州师范学院以及金科·龙里东

方举办贵州省第二届幼儿教师读书文化节

活动，共邀请 300余名幼儿教师参加。

活动由开幕式、主题报告、圆桌高峰论

坛、经典朗读与小组展示组成，充分展示了

省内幼儿教育取得的成果， 营造了文明高

雅、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幼儿文化氛围，

推动了幼儿教师的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了

幼儿园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

活动期间，云岩支行工作人员现场宣

讲了教育云缴费、 阳光助业贷等产品，介

绍了分行新客理财、安存宝、阳光理财、信

用卡和

ETC

预约办理等优势， 现场发放

产品宣传折页 500 余份、宣传手册 250 余

册， 客户们纷纷就感兴趣的产品进行咨

询，云岩支行工作人员针对客户疑问进行

逐一解答。

下一步， 云岩支行将持续开展多形

式、多渠道的营销宣传活动，深挖存量客

户，发掘引进新客户、新资金，为客户提

供全方位的“金融 + 生活” 平台服务。

（刘前 王蕾)

光大云岩支行举办贵州省第二届幼儿教师读书文化节活动

本报讯 上周，银行封闭式理

财产品不温不火， 平均收益率与

前一周持平，为 4.09

%

。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上

周 303 家银行共发行了 1902 款

银行理财产品， 发行银行数减少

18 家， 产品发行量减少 133 款。

其中， 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

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09

%

，

与上

期持平。 贵州地区的保本产品表

现好于前期， 保本产品的平均收

益率为 3.38

%

，

较前一周提升

0.22 个百分点，非保本产品平均

收益率为 3.94

%,

比前一周下降

0.03个百分点。 贵州银行的贵银

恒利 2019宏利第 11期， 业绩基

准为 5

%

，

期限为 163 天，是上周

收益率较高的产品。

以期限而言，1 年及以上产

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3%

，

6-12 个

月的平均收益率为 4.27

%

，

3-6

个月次之，为 4.16

%

，

3 个月以下

为 4.0

8%

。

上周， 净值型产品年化收益

率最高的产品为招商银行发行的

“私人银行家业常青系列 13 号

理 财 计 划 （产 品 代 码 ：

800013）” ， 年 化 收 益 率 为

142.82

%

。

排在收益排名榜前十

位的产品中， 共有 7款来自招商

银行。

上周， 封闭式非结构性预期

收益型产品共有 1819款到期，其

中公布了到期收益率的产品有

44款。 本周结构性产品共 295款

到期，其中 31款公布了到期收益

率的产品。 其中 4款未实现收益

区间中间值的结构性产品。

上周， 美元理财产品收益率

和发行量均为最高， 平均收益率

可达到 2.75

%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炎炎夏日， 周末觅一处清凉的山庄避

暑，偷得浮生“两日” 闲。 山林青葱、潺潺流

水，清风徐徐，好不自在！

上高速路怕堵， 赶紧出门办个

ETC

畅
享美好旅途。 在建行工作人员介绍下扫描了

“建行

ETC

智行” 小程序，无需去网点或高

速服务站，微信扫码进入小程序就能完成在

线申请，在家坐等

OBU

（电子标签）送到手

中。

现在用“建行

ETC

智行” 小程序，只需

5 步即可完成申请。 （身份证、行驶证、建行

信用卡均为同一人）

第一步，扫描下方二维码，选择黔通卡

申请；

第二步，输入手机号、验证码，点击下一

步；

第三步，上传身份证及行驶证，身份证

信息和行驶证信息会自动返显，注意要输入

核定载人数；

第四步，输入客户信息（姓名、信用卡

号、 手机号）- 输入营销员代码 - 获取验证

码 -填写验证码；

第五步， 填写收件人信息及详细地址 -

确认订单。

无需等待， 仅需 5 步即可轻松办理

ETC

，

OBU

设
备免费送到家，更有豪华大礼

包享不停！ 赶紧扫描建行小程序二维码，建

行

ETC

办起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扫描“建行 ETC 智行” 小程序

坐等 OBU 送到您手中

5步即可

轻松办理 ETC

银行资讯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