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终于画上句号，基金
中考成绩也水落石出，从这份成
绩单看，基金的表现让其陷入尴
尬境地。

此外，在剧烈的调整中，股票
型基金排名也发生了颠覆性变
化。其中上半年前10强股基全部
换脸，且有7只曾在2010年的榜
单中居后1/3，轻松实现了从垫
底到冒尖的大跨越。而去年部分
表现抢眼的基金遭遇净值向下、
排名靠后的尴尬。但业内人士表
示，应当理性看待基金短期业绩
变化，基金投资者应当做一名长
期投资者。

不到两成股基赚钱

业绩分化明显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0
日，上证指数今年以来的跌幅为
1.64%。受累市场低迷，公募基金
表现不尽人意。全市场业绩表现
最好的基金为南方隆元产业主题
基金，收益率为5 . 766%。上半年
市场中仅4只基金收益率超过
4%，1只基金收益率在3 . 132%以
外，剩余的154只基金收益率只在
1%至2%之间。

具体基金而言，在238只可统
计的股票型基金中，只有5只基金
获得正收益，除了南方隆元外，还

有鹏华价值优势、长城品牌优选、
博时主题行业、东方策略成长等4
只基金，上半年回报率分别为
4.96%、3.13%、2.88%、0.50%。正
收益基金占比2 . 1%，即有98%的
股基上半年赔钱。

与上述基金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是，银华内需今年以来的净值
增长率为-22 . 5%，位列股基中
倒数第一。上半年，普通股基业
绩首尾相差28 . 29个百分点，优
劣之间相当于有4 . 9倍的差距，
分化十分明显。另外，业绩较差
的基金还有光大保德信中小盘、
海富通中小盘、信诚中小盘、华富
成长趋势、金元比联价值增长、民
生加银精选等，上半年回报率均
低于-17%。

分析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市
场一直处于“挤泡沫”的过程中，
此前被众多基金看好的中小盘股
由于业绩未能兑现而遭遇“成长
性质疑”，股价出现持续调整，拖
累了众多重仓基金；而具有较高
安全边际和估值优势的蓝筹板块

则成为部分坚守者的避风港，这
也导致了今年以来偏股型基金业
绩的剧烈分化。

基金排名大逆转

不应以短期业绩论英雄

上半年238只可统计的股基
中，基金排名实现了大逆转，其
中上半年前10强股基全部换脸，
且有7只曾在2010年的榜单中居
后1/3，轻松实现了从垫底到冒尖
的大跨越。这7只基金分别为鹏华
价值优势、长城品牌优选、博时主
题行业、工银瑞信红利、长信金利
趋势、南方成份精选和华夏收入。

综合统计，上半年业绩前1/3
的普通股基中，仅有10只排名去
年业绩榜单的前1/3，也就是
说，今年上半年业绩能保持上游
水平的股基占比仅16 . 13%；而由
后1/3跻身前1/3的基金有25只，
占下游基金数量的40 . 32%；由中
1/3跻身前1/3的基金有24只，占
中游基金数量的38.71%。

不过，分析人士同时强调，暂
时的业绩变化对于投资者并不构
成足够意义上的参考。“从长期投
资工具角度看，投资者应理性对
待基金短期业绩的变化。”

基金还值不值得信任？

对于基金上半年的这份成绩
单，在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
动辄6%的强烈对比下，基民难免
会感觉心寒。今年来收益率低迷
带来的直接结果则是：新基金卖
不动，老基金遭遇赎回危机。基金
的价值是否应该被否定？

有专家表示，这显然不能否

定基金。投资者往往苛责专业投
资者但是对自己的投资成绩却更
为宽容。纵观今年上半年的市
场，亏损是全市场普遍的情况，
只是基民的情绪更容易被表达和
抒发。基金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它日后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完善；
有不少好的基金公司仍在努力，
旗下的基金表现普遍很出色；有
不少具有责任感的基金经理仍然
在公募基金的岗位上默默耕耘，
他们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
业的希望。而作为基金投资者，
最重要的一点是，做一名长期的
投资者。 (全景)

业绩排名均受“洗礼”

基金上半年“中考”成绩尴尬

周爱宝

周末的一场大雨，涤荡了
泉城，退却了高温，带来了惬
意的凉爽。我的“邻居”小花猫
一家却很不爽，猫妈妈在雨中
两次搬家，它的责任意识和风
险意识，让爱宝深思良久。

爱宝家住一楼，有一个小
院，常有无主的猫来光顾。其
中一只小花猫是常客，偶而用
剩饭菜喂它。上周五孩子突然
发现，小院的桌子下，杂物后
面，有一窝小猫，就是那只小
花猫的杰作。

上周六早晨，济南市区就
开始了阵雨，一直下不大。估
计桌子下的猫窝还淋不着雨，
一上午小花猫也没有动地方。

中午外面的雨点密了。孩子到
院子里一看说，爸爸，花猫叼
着一只猫宝宝正在搬家呢。原
来雨下大了后，桌子就挡不住
雨了，而这个位置还是小院的
下水口。以前凉爽的小窝不小
心建在“库区”里了！爱宝想帮
小花猫一把，赶紧搬掉杂物，
看见三只猫宝宝全身湿透，就
用捞鱼的小网子把其中两只
放进干桶里。正准备弄第三只
时，猫妈妈回来了，不高兴，喵
喵地叫着，抢着去叼跑出院
子。我赶紧提着桶里的两只，
追着，找到它的新窝。猫妈妈
正在躺着身子哺乳呢，数了
数，一共六只。这个猫妈妈体
重不过三四斤，一窝竟产下六
仔！也是一个英雄妈妈了！
昨天早晨，我再去看它的新

窝，发现小花猫全家又搬走了！
小花猫两次搬家，给了我

们很多启示。一是责任意识，

小花猫把六条生命带到世界
上来，本想找个凉爽地，结果
是灾区，赶紧向高处搬走。果
然，后来的大雨证明它很果
断。二是风险意识。猫的风险
意识，我在以前的文章《吃条
小鱼也有风险》里说过，一只
猫看见人来了，把小鱼掉在地
上并不回来捡的故事。第二次
搬家应该是风险意识，它知道
有人已经知道它的猫宝宝栖
身之处了，说明这地方并不安
全。而实际上，我还真想选一
只漂亮的小猫自己养着，或带
回老家捉老鼠。但猫妈妈却是
让孩子自由自在的选择。三是
距离意识。很多人喜欢狗，但
我觉得猫的独立自由意识很
可贵。在与人打交道时，它很
小心，它的食物一是老鼠，二
是垃圾。对人是不即不离，它
能吃饱是靠自己的劳动，没有
哈巴狗等对主人的媚态。四是

环保意识。这点值得狗和狗主
人学习。猫的大便很难发现，
因为它很卫生，每次都挖个坑
给埋了。不像狗，随地大小便，
而许多狗主人也不管，只享受
狗忠顺带来当主子的快乐，不
尽打扫狗屎的义务。

最后，爱宝建议基金经理
要向小花猫学习，把基民的钱
当自己的钱，当自己的孩子来
看。风险来了要把基民的钱放
在安全处。即使不小心买错了
股票要及时纠正，财越理越多
才是买基金的目的。如果基金
经理不忠于职守，甚至建自己
的老鼠仓，我们基民只能骂你
连猫都不如了。

猫妈妈两次搬家的启示

近期，我省召开旅行社责
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山东省
联合工作小组一次会议，进一
步加强旅游业“交强险”管理。

从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泄
漏到台湾阿里山小火车翻车，
旅游安全问题进一步受到世
人的重视，购买旅游保险已经
成为市民外出旅游的必做功
课。自2010年元旦起，国家正
式推行“旅行社责任保险全国

统保”，将其纳入旅行社必上
的强制险，保障旅行社和游客
双方的权益。

据业内人士介绍，旅行社
责任保险全国统保可说是旅
游业的“交强险”，全国推
广以来获得我省旅游局的高
度重视，省内首批13家省直
单位指定“公务代理”旅行社
必须参保。

为进一步加强管理，在山

东省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常务
理事单位、江泰保险经纪公司
济南分公司的推动下，“2011
年度旅行社责任保险统保示
范项目山东省联合工作小组
一次会议”顺利召开。山东旅
游局、保监局领导参加会议，
山东人保、山东太保、山东平
安、青岛平安、北京国寿财险、
江泰经纪济南分公司作为共
保体首承小组成员均派员参

会。据省保险中介行业协会介
绍，我省联合工作小组的建
立，标志着统保示范产品省级
联合工作机制的确立，江泰保
险经纪公司专门开设了专线
和网站提供相关服务。

我省加强旅游业“交强险”管理

工银信使是工行为网上
银行注册客户提供的金融信
息服务，信息发布渠道为电
子邮件、手机短信息或邮
寄。

客户可通过信使服务定
制所需要的余额变动提醒、财
经信息、基金信息、股票信
息、理财产品信息、账务信
息、重要提示、对账单、业
务处理、汇款通知、登录短

信提醒以及赠送信息等。客
户还可通过该功能进行信使
服务查询、修改、终止、展期
和手机、邮箱、地址、缴费账号
等信息的修改。

该产品具有如下特点：
1.方便快捷。手机短信或

电子邮件形式接收方便，私密
性好；

2.及时高效。随时随地及
时了解财经资讯，轻松掌控私

人的财务信息；
3.信息全面。提供包括财

经信息、账务信息、重要提示、
赠送信息、余额变动提醒、对
账单等信息提醒。

客户可通过工行个人网
上银行、个人电话银行、手机
银行(WAP)和网点等多种渠

道签订工银信使服务协议定
制工银信使服务。

从山东省工行最新了解
到，目前该行正在进行工银信
使免费试用的优惠活动。如果
您有及时掌握账户资金变动、
获取银行金融信息的需求，赶
快行动吧！

资金变动实时掌握 工银信使来帮忙

什么行业能持续稳定
地赚钱呢？这是吴先生苦
苦追寻的一个问题。吴先
生以前是做机械配件生意
的，前两年这个行业特别
火，但从爆发全球金融危
机以来，生意越来越不好
做。平时特别关注报纸、网
络等媒体，希望能从中找
到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的
行业，但一直都不甚理想。

直到有一天，他去朋
友干洗店有点事情，一上
午的时间，看到店里取送
衣物的顾客这么多，跟朋
友细细一交流才知道洗衣
业利润竟然这么高，平均
利润空间高达80%。洗衣
服务的单笔交易金额低，
且顾客愿意预先付款，不
存在呆账、滞账的情况；产
业变化性小，风险低，它不
像哗众取宠的流行性商
品，或价格昂贵的奢侈品，
只要消费者每天都要穿衣
服，不管市场经济怎样变
动，洗衣店的生意都可以
永远持续下去，一年比一
年生意好，使投资风险大
大降低；洗衣业不像其它
行业，必须先备货库，储放
在仓库，再销出去，卖不掉

就要丢掉。因此，洗衣业不
会积压资金，更没有存货
损失。 这和吴先生以前
所从事的行业有很大的区
别。他决定把投资方向锁
定在干洗业。

考察了很多干洗品
牌，他最终选择了加盟国
际知名洗衣连锁、山东干
洗业第一品牌——— 朵拉国
际洗业公司。自开业以来，
吴先生用心经营，短时间
便收回投资，利润稳步上
升。在朵拉洗业公司的协
助下，成为金融业、银行业
等行业的定点团体洗衣单
位，现在每天衣物输送线
上都是满满的。

吴先生非常庆幸自己
当初选择朵拉国际洗业公
司。他现在积极地向朋友
们推荐朵拉，希望身边的
朋友们也能快速加入赚钱
的行列……

你想持续稳定地赚钱吗

寻 找
共同创业的兄弟姐妹

好项目 大品牌
投资少 收益高

朵拉国际洗衣连锁
咨询电话：

0531-86117788
400-809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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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财金

WIND数据显示，基金今年的中考业绩并不理想。收益
最高的基金收益率仅为5 . 766%，获得正收益的只有159只基
金。其中238只股票型基金仅5只实现正收益，今年以来平均
净值增长率为-9 . 08%，在“上半场”大大跑输指数，同时其业
绩产生剧烈的分化。

2011中国首届县域经济
成果(山东)展览会暨招商引
资洽谈会将于8月19日至21
日在济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届时，来自全国的各县
市区将展示发展县域经济

的辉煌成果和带来的招商
引资项目，全国各地各级商
会、投资商考察投资项目。
据了解，举办如此规模的以
县域经济为主题的大型会
展，在全国尚属首次。

2011中国首届县域经济成果
(山东)展览会暨招商引资洽谈会
8月在济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