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爆款” 、“日光” ，基金发行规模创新高……

工行贵州省分行

宣传“存款保险”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对

存款保险制度的理解，提升存款保险社

会公众认知度，在《存款保险条例》实

施五周年之际， 工行省分行积极开展

“存款保险集中宣传月”活动。

活动现场，工商银行贵州省分行党

委副书记、副行长吴涛详细介绍了存款

保险宣传工作部署情况，现场展示了抖

音视频、宣传折页、宣传展板、存款保险

智能机器人等丰富多彩的宣传作品，大

家在网点与工作人员、储户等进行了交

流。未来，工行省分行将持续以“三进”

（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等方式开展

存款保险宣传，进一步提升公众对存款

保险的认知。

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相关领导，

对工商银行贵州省分行在存款保险宣

传工作开展情况给予肯定。 （王蕾）

防范洗钱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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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基民热情高涨

本报讯 近日，为认真贯彻落实人民

银行工作要求， 提升社会公众对洗钱危

害的认识， 工行贵阳白云支行认真履行

反洗钱社会义务， 组织全辖网点开展

“防范洗钱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阵地宣

传活动，向客户普及反洗钱知识，宣传洗

钱活动危害， 增强社会群众风险防范能

力，保护客户资金安全。

宣传活动以“防范洗钱风险，维护

金融安全” 为主题，辖内五个网点根据

地理位置特征、 客户群体情况在同一宣

传方案的基础上不限形式进行创新宣

传。

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电子渠道

和实体媒体双管齐下的方式进行， 结合

人民银行反洗钱主要宣传内容， 发放宣

传手册，与客户近距离沟通，现场解疑答

惑， 强化社会公众对履行反洗钱义务工

作的理解， 掌握必要的法律法规和金融

知识，培养正确的投资理念，引导客户积

极主动配合和支持银行反洗钱工作，自

觉远离和抵制洗钱行为， 全面营造打击

洗钱犯罪的良好活动氛围。 （王蕾）

工行贵阳白云支行

组织宣传“反洗钱”

本报讯 近日，工行贵阳白云支行营

业厅的工作人员凭借“慧眼” 识破诈骗

信息，成功避免了客户的资金受损。

近日， 客户杨女士向厅堂工作人员

咨询智能柜员机转账的具体操作。 工作

人员在其交流时得知， 杨女士的微信群

里有个 “协会” ， 近期将举办拍卖会。

“协会” 以预先交纳入会费、评估费等名

义，要求客户将钱转入指定账户。

众多疑点引起工作人员的警觉，立

即提醒杨女士注意资金安全， 切不可随

意转账给陌生人。同时，工作人员向杨女

士介绍了近几年相关的几起诈骗案例，

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方式获取受害人信

任，诱骗转账，从而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

的事件。

杨女士听取建议并向家人征求意见

后暂时停止转账，离开了网点。 数日后，

杨女士带着锦旗来到网点， 称确实有同

在微信群的朋友被骗， 非常感谢工作人

员的劝阻，避免了自己的资金受损。

（王蕾）

“慧眼”识骗局

避免客户资金受损

本报讯 贵州国家级贫困县

望谟县盛产板栗， 可栗农们却经

常面临存储难、销售难的问题。 光

大银行了解情况后， 主动担起扶

贫使命， 翻山越岭驱车近 10 小

时， 给予贵州光秀生态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 1000万元信贷支持。

光大银行这一举措有效解

决了当地 1 万多户栗农、20 多

万亩栗园的销路问题，带动地区

就业 600 人， 间接消除 “空壳

村” 24 个。

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以来，

光大银行贯彻精准扶贫、 精准脱

贫基本方略，聚焦“三区三州” 区

域， 发挥金融行业优势和贫困地

区资源禀赋，出台专项信贷规模、

降低融资价格、 实施尽职免责等

一系列复工复产举措， 重点给予

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销售、生猪

养殖等行业信贷支持， 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

3月末数据显示，光大银行涉

农贷款余额 3747.96 亿元， 较上

年末增加 331.91 亿

元
；

普惠型涉

农贷款余额 124.1 亿元， 较上年

末 增 加 14.24 亿 元 ， 增 速

12.96

%

，

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6.4

6%

；

精 准 扶 贫 贷 款 余 额

212.12 亿元 ， 较上年末增加

15.41亿元；产业精准扶贫贷款余

额 73.6 亿元 ， 较上年末增加

11.82亿元。 （王蕾）

光大普惠用金融为脱贫“铺路”

定调子、找路子、搭台子、出点子

工行贵阳白云支行营业厅工

作人员———

Wind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31 日，今年前 5 月新成立的 540 只基金首募总规模达到 8017.23 亿元，刷新了历史性新高。与此同时，

“爆款”基金频出，“一日售罄”成为了它们的“标签” 。

记者从贵阳市多家银行和券商处了解到，在新基金发行创新高之际，贵阳投资者也没“闲” 着，贵阳部分机构基金销售量甚至出

现了同比翻番的情形。

业内人士表示，在目前市场震荡的行情下，基金仍是最适合普通投资者参与 A 股市场的品种。

■银行资讯

相关条例实施五周年

黄昊表示， 基金被抢购是一

个好现象，说明市场开始转暖，二

级市场体现的是一个预期差，证

明投资者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复

苏还是抱有信心的， 且北上资金

已经连续 2-3 个星期流入市场。

经济学界认为， 中国下半年的

GDP

可能会恢复到

5-6%

左
右的

正常增长。 现在还很难判断市场

是否进入牛市， 但是最

新
CPI

为

2.4，应是连续 4 个月下降，这是

明显的通缩信号， 从历史上看牛

市的几率更高。 由于现在注册制

将逐步推行， 直接炒股将越来越

难， 投资基金无疑是参加市场的

上佳选择。

那么，投资者是随大众买“爆

款” 新基金， 还是在老基金里挑

选？

黄昊建议大家，新基金可以

买，但不建议多配，可以把重心

放在老基金上面， 老基金经过

时间洗礼过， 尤其是在任何阶

段都跑赢市场的， 说明基金经

理确实有实力。 当下点位不高，

定投或者一次性都可以，科技、

大健康板块都有不错的投资价

值， 被动追踪的指数基金值得

考虑。

田维捷建议， 目前理财产品

收益率正在下行， 从资产配置角

度上看， 配置股票型基金提高组

合收益是可行的， 投资者也可以

进行大额定投，分批次买入基金，

以应对市场震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相比去年同期， 销售额翻

番。” 工行贵阳分行个金部相关人

士田维捷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该

行的基金销售情况可以用火热来

形容，与去年同期相比，销售金额

翻番了， 其中以偏股型基金为主

流热销品种， 表明投资者对于公

募基金的需求十分旺盛。

国泰君安贵州分公司的黄昊

也表示， 今年基金销售情况的确

是比去年好太多了， 基本属于大

幅度增长， 同去年相对弱势的市

场形成鲜明对比。

另一家券商———安信证券贵

州分公司的黄晶说， 以 6月 8日发

售的南方成长先锋为例， 引发了全

市场的“秒杀”热情，仅安信渠道一

个上午销售额就达到了 6.6亿元。

黄晶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很多券商

把公募基金的推广重视程度， 提高

到一个新高度。每逢基金发售前，便

会给客户发送各种提示信息， 提醒

客户关注购买。

本地金融机构已感受到了热

度，相关数据同样如此。 今年一季

度，受到疫情影响，市场出现极端

行情， 但新基金仍然受到资金追

捧，爆款产品不断出现。 经过一段

时间的沉寂，5 月 18 日投入发行

的 1 只基金再次点燃发行渠道，

单日吸金超过 50亿元。

数据显示， 受益于年初两个

月权益类基金不俗的销售成绩，

今年以来偏股基金募集成绩喜

人，总金额已超过 4500 亿元。 一

些大公司的基金非常受人青睐，

如景顺长城核心优选一年持有混

合基金 5 月 9 日成立， 首募规模

41.61 亿元， 前面提到的南方成

长先锋也由于卖的太好， 仅仅一

天就结束了募集， 最终募集规模

为 321亿元。

这一波基金的“爆买” 可能

还会持续。

6 月 10 日，首批新三板基金

中限额 30 亿的华夏精选成长一

天募集完毕。

6 月 12 日，富国基金发布公

告称， 富国积极成长一年定期开

放混合于 6月 11日结束募集。

此外，综合渠道信息，万家

鑫动力月月购一年滚动持有混

合、汇添富创新增长一年定开混

合的认购金额均已超过 10 亿

元，招商成长精选一年定开混合

发起式认购规模接近 10 亿元。

有渠道人士表示， 按照这种进

度，以上 3 只基金应该会在未来

几天陆续结束募集。

不难看出，进入 6 月，随着 A

股行情的转好， 权益基金的新发

由冷转热。“上半年基金投资的客

户都有

10%

以
上的收益，而炒股的

客户很多都在亏钱。 ”黄晶表示，

正是由于很多投资者意识到与其

在震荡的股市中寻找捉摸不定的

机遇， 还不如将专业的事情交给

专业人士打理， 因此基金销售比

较火爆，引发了大家的热情。

另外， 今年的基金业绩也是

可圈可点。

天天基金网的数据显示，纳

入统计的 1231 只偏股型基金

中， 今年以来收益率超过

10%

的
为

4

41 只， 实现正收益率的为

802 只， 收益率最高的为宝盈医

疗 60.8

8%

，

收益率超过

50%

的
为

11 只。

虽然这个成绩比不上牛市，

可在今年这个内外环境剧烈震荡

的市场中，也算是难能可贵的。

收益喜人 爆买行为或将持续

老问题 买“爆款基” 还是“老基金”

同比去年 贵阳基金销售额翻番

理财消息树

博远基金旗下首只偏股混

合型基金———博远博锐混合型

发起式基金将于 6 月 15 日公开

发行。

据公告显示， 该基金为发起

式基金， 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为基

金资产

的
60

—

95%

。

博远基金将

使用公司固有资金 1000 万元作

为发起资金进行认购， 且承诺持

有期限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低

于 3年。

博远博锐混合型发起式基金

拟任基金经理谭飞表示， 该基金

将以风险均衡基础上的大类资产

配置体系为框架， 严选经济结构

调整下的受益行业， 重点关注医

药

、

TMT

、

大消费
等行业。

据《上海证券报》

博远博锐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今日正式发行

还记得上轮牛市的 5178 点

吗？ 一晃五年过去了。

2015 年 6 月 12 日，上证指数

最高触及 5178.19 点， 截至 2020

年 6月 11日，累计跌幅超 40%。

这 5 年，A 股都发生了哪些变

化……

市场分化首先体现在行业

上。 与 5178 点时相比，28 个申万

一级行业仅有食品饮料和家用电

器两个行业指数上涨， 食品饮料

行业是最大赢家，5178 点以来涨

幅高达 100

%

，

行业内贵州茅台、

海天味业等牛股频出， 股价频创

历史新高。

此外，电子、医药生物、计算

机、 农林牧渔和建筑材料五大行

业指数虽然还没达到牛市顶点水

平， 但相对于上轮牛市后的底部

已反弹超过 7

0%

，

走出大消费股

和科技股的局部“小牛市” 行情。

可以发现，大消费成了穿越 5

年指数熊市的杀手锏。

2015 年的牛市中， 杠杆资金

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巅峰时期融

资余额突破 2.2 万亿元。 随着一

轮去杠杆， 两市公司余额迅速缩

水， 当前融资余额仅为牛市时期

的一半。

杠杆资金撤离后， 北上资金

已累计净买入 A 股超 1.08 万亿

元。

当前北上资金持仓市值已超

过 1.6 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了

12

%

，

占
A 股全部自由流通市值的

6.15

%

，

持
股比例屡创新高。 外资

是核心资产的坚定簇拥着， 随着

外资在 A 股话语权不断增加，其

投资偏好也对 A 股市场的整体投

资风格施加了较大影响。

曾经，大盘股一度被打上“滞

涨” 的标签，小盘股虽估值高企却

频频受到投资者追捧。

如今， 这一现象正在发生转

变。 2016 年至 2019 年，申万大盘

指数相对于小盘指数的超额涨幅

均超过 10

%

，

2017 年的超额涨幅

接近 38

%

。

当前，申万大盘股指数

距离 5 年前牛市时期最高点仅有

21%

的距离，而小盘股指数较牛市

顶点的点位已累计下降了 6

0%

。

华创证券北京路营业部财富

中心的杨旺成表示， 近期上证指

数有效突破 2900 点，突显了投资

者对市场的信心逐步恢复，A 股有

望走出慢牛行情或结构性向上行

情。 特别是一些基本面好、盈利能

力较强的一些上市公司， 股价处

于低位水平，存在价格低估情况。

同时在全球股票市场中， 目前 A

股处于相对低位， 具备了较好的

投资配置空间。 不过，牛市的到来

还需要积蓄买方力量， 从目前市

场来看，成交量还显得不够。

王蕾

外资话语权不断增加

七大业自底部反弹

小盘股被“抛弃”

下半年如何走

5178点五周年

A股有哪些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