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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ETF�如何选“赛道”

仅半年时间，发行数量就超过了去年

�财富加油站

实际在售产品发行情况请详询各银行网点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业绩比较基准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6 月份，基金发行情况开始转暖，不

仅诞生多只爆款基金，百亿规模的基金

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轮发

行中，ETF 基金成为主力，仅半年时间，

发行数量就超过了去年的 103只。

Wind数据显示， 截至 6月 5 日，今

年以来新成立 ETF106 只（排除 ETF 联

接基金），募资总规模 701.44亿元。而去

年，ETF的发行数量为 103只。 此外，目

前有 20 只 ETF 产品在售， 也属于非常

高的水平。 申报方面，截至 6月 5 日，去

年四季度以来新申报的 ETF 产品数量

多达 193 只，其中 98 只获批，已经发行

35 只， 仍有 63 只基金待发———这些已

发、在发和待发的 ETF，将助推非货币

ETF冲击万亿规模大关。

业内人士分析，前两年的结构性牛

市中， 市场热点此起彼伏，ETF 的资产

配置价值得以凸显，所以今年掀起了新

发 ETF的热潮。

除了新发规模的快速增长，权益类

ETF 的客户数量和流动性都大幅提升。

根据 2020 年年报，权益类 ETF（统计股

票、跨境、商品三类 ETF）总持有人数量

超过 800万户， 去年持有人数量激增近

570 万户； 流动性方面， 全市场权益类

ETF 年总成交额从 2014 年的 1.1 万亿

元提升至去年的 7.5万亿元。

在布局方面，基金公司也十分积极，

不少基金公司同时发行多只 ETF。 比如

工银瑞信基金就有深证物联网 50ETF、

中证 180ESG� ETF、 线上消费 ETF 等 3

只产品同时在售， 富国基金也有沪深

300ESG 基准 ETF、 中证 ESG120 策略

ETF等正在发行。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现在个股投

资越来越难了， 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

ETF 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 华创证券

北京路营业部财富中心的杨旺成表示，

ETF 因其交易属性， 它属于指数基金，

是被动型基金， 按一定规则选取市场上

一定数量的优秀股票进行投资， 不用自

己去挑选股票。在投资者看到风口机会，

但又对个股缺乏了解的情况下， 可以很

快参与到行情中，像炒股一样操作，还是

很方便的。相比投资股票而言，场内交易

的 ETF指数基金还免收印花税。

虽然 ETF 具有高效率、 低费率、高

透明性等特点，但在眼花撩乱的 ETF 大

军中， 形形色色的各种赛道令人感觉选

择困难。

近一个月来，A 股市场震荡反弹，

ETF 场内流通份额出现明显分化，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反弹行情下资金的

偏好。

数据显示， 截至 6月 9 日的最近一

个月，场内非货币 ETF 中，跟踪医疗、海

外互联网、 酒类以及市场主要指数的基

金场内流通份额增加明显，证券类 ETF

的场内流通份额则出现明显缩水。

杨旺成说，对于目前而言，选好一个

行业向好的主题，可以中长期持有，比如

目前比较看好的新能源、智能制造、大健

康、生物医药、生物科技等类型。不过，杨

旺成指出， 目前不建议配置港股型

ETF，港股和欧美股市关联度较大，美股

目前存在泡沫风险，所以需要谨慎。

“根据目前的数据来看，股市很有

可能会面临一个短期高点的风险。 ” 国

泰君安贵州分公司的黄昊表示， 从最近

的新增投资者、市场点位等数据综合看，

短线预期别太高，可以用 ETF 做一个配

置。在选择赛道方面，其实没有人们想象

的那么难，要学会从微观角度中跳出来，

从看好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角度思考，

买进去后以年为单位持有。黄昊举例说：

“如果从 2004 年开始持有中证 50ETF

至今，投资收益可达到 14 倍，平均年回

报收益 80%。因此，投资者要做好中长期

投资的打算。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工行贵阳分行

高考驿站暖人心

本报讯 近日， 工行贵阳

中华路支行开展 “工行 5·

20” 客户回馈活动，通过发放

消费满减券，助力优质黔货销

售，实现金融惠民。

该行在上级行网络金融

部的支持下，精选工行融 e 购

本地商户，搭建产品展示区和

售货区，展出土鸡蛋、黄粑、红

薯干等特色农产品，邀约广大

市民到店购买。

活动现场，该行党员发挥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的

带头作用，自发组建党员志愿

服务岗，帮助维持现场秩序并

主动向客户推荐优质商品。对

于银发客户，该行还提供专属

送货上门服务。

通过此次回馈活动，实现

了多方共赢。 通过活动，参与

商户创造了比平日高 2-3 倍

的营收，广大市民买到了物美

价廉的优质农产品，享受到了

银行提供的专属实属。活动还

帮助多个贵州本土农产品提

升了口碑，畅通了农产品销售

渠道。 （王蕾）

本报讯 “情暖六一工行

情，童心向党爱心行” 。 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工行贵阳

开阳支行学史力行，努力践行

“我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 在

六一儿童节当天，该行青年志

愿服务队赴开阳县花梨镇新

山小学与留守儿童欢度节日。

该学校地处深山，教学资

源匮乏， 全校在校学生 47 人

（包括 14 名学前班儿童），留

守儿童占比 90%以上。 志愿者

采购了书包、笔等文具，以及

篮球、羽毛球拍、乒乓球拍作

为礼物送给孩子们。

在活动现场，志愿者将工

行“星火学堂” 搬至乡间，给

小朋友们上了一堂别出心裁

的金融知识课，增加了孩子们

的金融知识储备，做好少儿财

商教育。

（王蕾）

一年一度的“6·18” 电商促销活动

已经开始了，跟往年一样，阿里和京东依

然是这一波促销活动的“领头羊” ，市民

们通过领红包、 领取消费券都可以享受

到比平时更加优惠的价格。

首先是阿里系。 淘宝互动游戏的养

猫可以获取金币，然后用金币兑换红包。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每天都可以兑换

红包，不需要达到一定级别才能兑换，只

是满级后一次性可以兑换到 61.8元。另

外，每天还可以在“6·18” 主会场领取三

次红包，大概几毛钱，还可以获取飞猪、

天猫优惠券。 除了自己领， 如能分享给

20 人，可获取 16 元的红包。 另外，在淘

金币连续签到满 3-20 天，可随机领取最

高 666元的红包。 用户还可以通过菜鸟

裹裹 APP、支付宝或淘宝 APP，通过做简

单任务参加“合成大包裹” 活动，每天可

以合成 4个铜包裹， 可以拆开也可以使

用两个合成银包裹， 也可以用两个银包

裹合成 1个金包裹， 拆开后可以领取不

同等级的满减红包，24 小时内可以使

用。 天猫则可以在天猫超市领取 5 元钱

的福袋，在超市使用，还可以 1 分钱购买

天猫卡， 分享给一人即可获取 1 元天猫

超市卡，一共可以分享 30次。综合下来，

淘宝的活动非常多，养猫最耗费时间，可

以选择性参加。“合成包裹”的活动最轻

松，任务十分简单不需要拉人，记者已经

买了 5单零元商品。

其次是京东。 首先可以在首页点击

浮窗参加“打怪兽” 活动，按照级别瓜分

红包，活动一直持续到 6 月 20 日，根据

以往经验， 满级或能兑换到数十元的红

包。 除了每天可以领取三个超级红包以

外，还可以通过互助积攒火力，兑换到最

高 24元红包。用户每天可以看一下消息

通知，有可能会随机发放几元红包，看到

后要记得领取。另外，京东的领券中心还

有大量的优惠券，可以根据需要领取。京

东极速版 APP，每天可以在首页点击“领

红包” 活动，领取三个红包，有现金和购

物红包，还可以点击最底端的“生活费”

栏目，领取无门槛红包。 除此以外，京东

极速版每天都有几场特价活动， 比如

2.9 元的鸡蛋等，可以使用红包，轻松零

元购物。

此外，苏宁易购、真快乐、美团、

拼多多等 APP 也都有互动抢红包的

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本报讯 今年高考期间，

工行贵阳分行在临近考点的

29 家网点设置 “高考加油

站” ，以网点内“工行驿站”

为依托，为学子及家长提供饮

用水、雨伞、充电器、应急药箱

等多项便民设施。同时特别开

放网点“贵宾服务区” 作为高

考休息区，为学子与家长提供

安静、舒适的休息点。

工行贵阳金阳支行组织

员工到临近的高考考点，设

置了 “爱心助考加油站” ，

为考生及家长免费送上饮

用水、储物袋、签字笔、洗手

液及口罩等物品，得到了家

长及考生们的一致认可。

工行贵阳万东支行在网

点温馨布置了幸运符卡，以送

幸运书签的形式，向莘莘学子

表达美好的祝愿。

（王蕾）

工行贵阳中华路支行

开展“工行 5·20” 客户回馈

“6·18” 零元购物也有可能

淘实惠

回馈活动现场

发

行

数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