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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经济韧性 把握资本市场机会

□本报实习记者 张焕昀

8月5日，“2017年基金服务万里行———建行·中证报‘金牛’ 基金系列巡讲” 沈阳专

场活动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证券报主办，并由获评第十四届中国

基金业“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的民生加银基金协办。 活动中，民生加银基金经理柳世庆

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深度剖析国内经济的“韧性” 所在，同时提醒投资者把握资本市场

中的机会。

民生加银基金渠道管理部总监刘广为在活动中表示， 客户服务能力是评价资产管理

机构极其重要的标准，是衡量一家基金公司是否能走得长远的核心竞争力。 让不同的产品

有效地服务不同投资者的需求是“服务好” 的唯一标准。

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行个金部经理周军在会上表示，辽宁建行一直秉承“以客户为中

心” 的理念和精品策略，坚持把业绩优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客户，取得了客户与银行双

赢的效果。

华泰证券策略首席研究员戴康在会上表示，当前市场一定程度上是由流动性在主导，

下半年建议投资者关注制造业板块。

会上，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市中山支行客户经理康娜表示，一个优秀的客户经理应当具

备专业的理财知识，以及正直诚信的品质。 而在基金投资方面，她推荐“基金定投”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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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世庆：投资基金勿“追涨杀跌”

□本报实习记者 张焕昀

8月5日， 在由中国建设银

行和中国证券报主办、 民生加

银基金承办的“2017年基金服

务万里行———建行·中证报

‘金牛’ 基金系列巡讲” 沈阳

专场活动中， 民生加银基金经

理柳世庆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

剖析了国内经济的 “韧性” 所

在， 同时建议投资者把握好资

本市场中的机会。

柳世庆表示，“韧性” 就是

说经济可能还面临一定下滑风

险，但是经济实际上没有下滑，

经济总在这个位置面临下滑风

险但滑不下去，这就叫做“韧

性” 。 那么同经济的韧性相对

应的，即是房地产韧性，房地产

是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行业。

经济有韧性， 实际上房地产在

背后肯定也有韧性。 中国的房

地产业未来依然会发展， 主要

在二线城市。 结构性伴随人口

流动的都会有发展， 未来公共

资源投入越多的城市越有吸引

力。库存方面，产能过剩仍然存

在，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

对于房地产投资的建议， 柳世

庆表示， 首先要关注教育质量

突出的区块；其次，地铁沿线也

值得关注。

柳世庆认为，如果房地产实

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经济的环境，

那么整个经济都会趋于向前发

展，即使产能看起来较多。 因此

经济的运行自然而然也就和房

地产一样，是充满韧性的。 柳世

庆表示， 在经济充满韧性的情

况下， 毫无疑问整个经济里面

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不会太差，

这对于投资股票而言， 或许是

一个可以开始投资的机会。 以

前如果说市场上是去乱抢、炒概

念的话，那现在可以看到企业是

真的可以给投资者回报了。

数据显示，2015年6月份，

基本上股票市场快见顶的时

候， 整个市场3个月涌入2万亿

的资金， 大批资金在顶部买入

基金。 然后到了下跌中段的时

候， 投资者又开始止损， 卖了

1.4万亿，也就是说2.1万亿里面

有三分之二的人受到亏损。 柳

世庆指出，从这样一个波动，可

以看到基民投资基金失利的原

因：追涨杀跌。

柳世庆提醒投资者， 从基

民的角度出发， 投资应当学会

克制：“什么时候被周围的人

劝赶紧去买基金， 到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 但是相反当

所有人说这个基金肯定要亏钱

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可能是机

会刚刚开始的时候。 ”

康娜：“小康三分法” 做基金定投

8月5日， 在由中国建设

银行和中国证券报主办、民生

加银基金承办的 “2017年基

金服务万里行———建行·中证

报‘金牛’ 基金系列巡讲” 沈

阳专场活动中，中国建设银行

沈阳市中山支行客户经理康

娜表示，一个优秀的客户经理

应当具备专业的理财知识，以

及正直诚信的品质。而在基金

投资方面，康娜推荐“基金定

投” 模式。

谈到在选择基金上的心

得时，康娜表示，首先，她会在

银行新发行基金或者二次首

发基金列表当中，寻找一些投

资主题比较鲜明的基金，同时

这一类的投资主题是在目前

的宏观的市场环境下能够被

大众所认可的；其次，她还会

找到渠道经理，了解一下管理

这只基金的基金经理的专业

性，全面了解这个投资团队的

投资能力。

基金市场中净值损益实

际上都非常正常，康娜认为，

其实基金亏损并不可怕，可

怕的还是心态不好把握，有

的客户一看到买到的基金亏

损就非常的害怕，急于赎回。

而在工作中， 康娜将基金的

亏损变负为正的方法， 没有

别的秘诀， 就是大家常谈的

“基金定投” 。

如何根据不同情况进行

灵活配置，康娜介绍了自身总

结的一套模式 “小康三分

法” ，即就是分期、分时、分次

做定投。 所谓分期，一年当中

有12个月， 可以把它分成12

期、10期、5期分期，这个当然

是根据客户手里面自己的资

金量来决定。 分时是指，市场

的每一个波动之后，都会形成

一条曲线，这条曲线有波峰和

波谷，通常在波谷的时候买入

可以获利，但波谷的最低点难

以确定，所以康娜把形成波谷

的这个时间段叫分时。在分时

的基础上， 再分次的去做定

投，分成一次、两次、三次等，

根据不同客户手里的资金量

决定做几次，这就是康娜独特

的“小康三分法” 。（张焕昀）

周军：秉承“以客户为中心” 理念

8月5日， 在由中国建设

银行和中国证券报主办、民生

加银基金承办的 “2017年基

金服务万里行———建行·中证

报‘金牛’ 基金系列巡讲” 沈

阳专场活动中，中国建设银行

辽宁省行个金部经理周军表

示，辽宁建行一直秉承“以客

户为中心” 的理念和精品策

略，坚持把业绩优异的产品推

荐给合适的客户，取得了客户

与银行双赢的效果。

周军介绍， 自2001年建

行开始代理基金业务以来，辽

宁建行的基金业务逐渐成长

壮大。目前辽宁建行持有基金

的客户数量已达到40万人，截

至10月末，辽宁建行的基金保

有量总额已突破120亿元，是

辽沈地区基金客户数以及交

易量最大的银行。 同时，为了

持续提升辽宁建行对基金客

户的服务质量，辽宁建行在今

年持续开展了基金服务万里

行活动。并联合优秀基金管理

公司、 第三方基金评价机构

等，积极开展“金牛基金公司

巡讲” 、“基金服务万里行投

资者教育讲座” 等各项主题

活动。

周军表示， 希望辽宁建

行和民生加银基金公司的合

作， 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可供

客户、 银行以及基金公司共

同进行投资交流和探索的平

台， 也希望本次活动进一步

加深建行与投资者之间的关

系， 争取为投资者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 （张焕昀）

戴康：制造业或成A股投资主战场

□本报实习记者 张焕昀

8月5日， 在由中国建设银

行和中国证券报主办、 民生加

银基金承办的“2017年基金服

务万里行———建行·中证报

‘金牛’ 基金系列巡讲” 沈阳

专场活动中， 华泰证券策略首

席研究员戴康表示：“水主沉

浮，制造为王” 。 他认为，当前

决定市场运行的主要逻辑仍然

是流动性变化下的 “水主沉

浮” ，而杠杆转移叠加“脱虚入

实” 的大环境仍使A股市场估

值难有系统性提升机会。 结构

上， 戴康认为在存量博弈市场

震荡阶段，以结构性机会为主，

而现阶段主战场将转移至享受

杠杆转移及盈利能力中周期修

复的制造业领域。

戴康判断， 流动性中性水

平趋势将得到延续。一方面，通

过稳定利率水平及去杠杆政策

延续， 长债利率水平保持高位

震荡；另一方面，通过短端流动

性投放，保持量的水平，引导实

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

另外戴康强调， 制造业领

域将是未来结构性机会的主战

场。金融去杠杆及“脱虚入实”

的大背景下， 资金转移将支撑

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制造业投资

增速上行。 从内生增长角度上

看， 制造业领域经历了四年下

行周期， 完成了其偿付债务周

期，产能周期出现拐点，进入中

周期的盈利能力修复阶段。 制

造业领域将成为A股市场投资

的主战场。

戴康指出， 成长股趋势性

行情或在2018年中期来临 。

DDM模型来看决定成长行情

的是“一个基底、四个推力” —

估值合理是基底，盈利、无风险

利率、并购重组周期、科创周期

是四大推力。 当前成长仍难言

具备基底，更缺四大推力，市场

未充分认知并购重组对成长估

值的“第三层” 影响。成长趋势

性机会有赖于： 宏观上流动性

风险期度过； 中观上并购重组

周期对流动性敏感度的影响被

实质性消化和科创周期新阶段

的来临， 预计时间在2018年中

期左右。

从行业配置角度来看，戴

康推荐主题投资 “坚守龙头+

唯新不破” 。同时关注“金色化

工” 组合：稀有金属和电解铝；

化学原料；工程机械；银行+保

险。主题投资，继续推荐雄安主

题，坚守龙头，唯新不破两条主

线，市场对无人零售+全面屏产

业化趋势认识不足， 建议关注

相关投资机会。

刘广为：用产品有效地服务投资者

8月5日， 在由中国建设

银行和中国证券报主办、民

生加银基金承办的“2017年

基金服务万里行———建行·

中证报‘金牛’ 基金系列巡

讲” 沈阳专场活动中， 民生

加银基金渠道管理部总监刘

广为表示， 很荣幸能与建行

合作参与这次活动， 活动举

办的本身也代表着大家对民

生加银的认可。

刘广为介绍，民生加银基

金成立近九年，发展迅猛。 近

三年，公司连获9项金牛基金

奖项，奖项涉及公司众多基金

产品和投资模块，尤其是获得

“2016年金牛基金公司” 的

荣誉，代表了广大投资者对公

司的厚爱和投资业绩的认可。

“服务好数十万投资者是我

们的责任与使命，也是我们发

展的最大资源和希望。 ” 刘广

为表示。

“让不同的产品有效地

服务不同投资者的需求，是我

们‘服务好’ 的唯一标准。 ”

刘广为指出，客户服务能力是

评价资产管理机构极其重要

的标准，是衡量一家基金公司

是否能走得长远的核心竞争

力。 从客户需求分析、产品研

发到实现终端配置，这一理念

深入民生加银的骨髓、指挥着

公司所有行动。接下来民生加

银将一如既往地提供高频次

的市场资讯服务、基金诊断等

针对性的系统措施，跟踪每类

投资者的个性化需求， 做好、

做细、做深。 （张焕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