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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财经

易方达悦兴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基金(A类009812；C类009813)
拟任基金经理张清华表示，资产
配置的作用是使收益率的分布更
加均匀，做混合资产或资产配置，
本质上是给普通个人投资者做一
定的大类资产选择。作为兴业银
行与易方达基金的定制产品，易
方达悦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
将会在兴业银行重磅首发销售，
各网点均可认购。

善守能攻
坚定长期回报

作为拥有长达13年投研经
验的资深名将，现任易方达基金
副总裁、混合资产投资总监的张
清华在管理股债混合型产品方
面颇有经验。在他看来，只要资
产配置做得比较精准，不出大的
错配，每一波行情都能相对把握
到主流品种，长期下来就能积累
不错的收益，而管理人的能力也
正是体现在判断和执行上。

在具体投资中，他会先根据
投资者的风险收益特征，构建一
个长期的股债配置中枢比例，依
靠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在达到收
益目标的同时平滑组合波动。

“但是我们的资产比例并不是一
直不变的，我们会根据内部的大
类资产配置框架，围绕这个中枢
比例进行调整。”

正是基于这种灵活操作投
资理念，张清华管理的产品表现

十分亮眼。Wind数据显示，截至
11月6日，易方达安盈回报今年
以来累计净值增长率为44 . 64%，
在同类可比的367只偏债混合型
基金中排名第一；过去两年累计
总回报达105 . 07%，仍稳居同类
产品首位。此外，易方达安心回
报、易方达裕丰回报、易方达丰
和债券等多只产品均为银河证
券五星评级基金。

凭借长期突出的业绩表现，
张清华的投资能力屡获业界权
威大奖的认可。他管理的产品曾
5次斩获金牛奖、9次拿下明星基
金奖、1次荣获金基金奖，捧杯次
数之多在业内极为少见，也展示
了其强大的投研能力以及丰富
的投资经验。

据了解，张清华的基金超额
收益来源较为多元化，不仅在股
票、债券等资产上追求超额收
益，同时也在积极探索类似转
债、打新、定增等收益增强的投
资机会。

对此，张清华表示，如果过
于依赖单一策略，那么在判断错
误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回
撤和损失；而在多元策略下，首
先不会在单一策略上依赖过重，
即使单一策略出现失效，其他策
略的超额收益能够帮助弥补或
者对冲，不至于造成很大的损
失。

当提及其业绩长胜的秘诀
时，张清华表示，资产配置的作
用是使收益率的分布更加均匀，

因此不会拘泥于短期业绩，而是
追求中长期的稳健回报。“能进
攻，同时也要能守得住，这样的
长期累积下来的复合收益才会
比较好。”

专业团队
提供“固收+”解决方案

众所周知，对于大类资产配
置，管理人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判
断和执行上，而这并非一朝一夕
就可以做到的。对于历经多轮债
市牛熊周期考验的张清华来说，
也是在不断进化自己的投资逻
辑，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投资
框架和选股标准。

“开始做投资时更注重个人
的判断，现在更加依赖于整个团
队的协同；初期更注重单一资产
的回报，现在更加看重策略的多
元化，注重收益来源的多样性。”
他如是说。

事实上，张清华形成如今稳
健而不失进取的大类资产配置
框架，除自身的成长和对投研的
深刻理解外，也离不开公司前瞻
性的投研眼光和整体强劲的分
类资产投研能力。

早在2018年，易方达基金就
率先成立了混合资产投资部，整
合了公司在权益和固收领域的
投研资源，并构建了一个高度专
业化分工的投研体系；此外，该
团队成员平均具有10余年的混
合型产品投资管理经验，历经多

轮牛熊周期的考验，以确保在每
一个分类资产和策略上，都有专
业的人员进行持续跟踪和策略
输出。

张清华坦言，“基金经理的
能力是有边界的，很难对所有资
产都理解得很深入，但我们认为
混合资产的核心恰恰是在不同
的市场环境下选择合适的资产，
这又需要投资人员对分类资产
理解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正是依托于覆盖各类资产的
投研小组和公司强大的投研平
台，张清华带领的混合资产投资
团队打造的投资框架与一般股债
分离的投研框架不同，不仅有自
上而下宏观的审视不同资产之间
的比价、对冲关系，不割裂的去看
每一类资产，同时也有自下而上
的发掘超额收益的能力。

再度出手
护航资产配置新工具

股神巴菲特曾说，“人生就
像滚雪球，最重要的是发现很湿
的雪和很长的坡。”投资亦是如
此。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
今年异常起伏的市场行情，在震
荡市中择机操作难度也进一步
加大，那么，一“基”兼顾股债两
类资产的混合资产投资策略产
品或许会是当前的较优选项。

张清华也表示，做混合资产
或资产配置，本质上是给普通个
人投资者做一定的资产选择。

“这对个人投资者来说非常有意
义，一方面能降低净值的波动
性，另一方面能提高基金的持有
体验，这是大类资产配置的优
势。”

作为业内少有的大类资产
配置名将，张清华于近日再度护
航易方达悦兴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 基 金 ( A 类 0 0 9 8 1 2 ；C 类
009813)，将于11月23日正式发
行。作为兴业银行与易方达基金
的定制产品，也是首只权益上限
40%的“悦”系列产品，在债券底
仓的基础上，可通过股票策略、
转债策略、新股策略等多种方式
增强收益。

站在当前时点，张清华表
示，“目前会更倾向于权益资
产。”他认为，“我们观察到经济
复苏的方向还没有变化，这有助
于企业盈利的不断改善，疫情的
二次爆发可能会放缓这一过程，
但是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会逆
转这个方向。另一方面是流动性
还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尤
其是风险偏好推升后，权益资产
的流动性还是相当高的。”

在行业选择方面，张清华表
示，“好公司、好赛道”就是行业
的雪道足够长，竞争格局较好，
商业模式清晰的行业和公司。除
了行业普遍看好的消费、医药等
牛股频出的热门赛道，化工也是
一个有先发优势和时间价值的
行业，很多公司有周期成长股的
特征，值得关注。

易方达基金张清华：

震荡市下如何做好大类资产配置

历经60年蜕变，中国保险业
取得了迅猛发展，保费收入位列
全球第二，随着国家新国十条发
布，保险行业产销分离成为趋
势，保险中介作为链接保险公司
和广大投保人的桥梁纽带，已经
成为保险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
客户需要更中立，客观，专业的
服务。

保险经纪人，以客户需求为
导向，私人定制保险方案，货比

多家精选产品，售后服务消费维
权。随着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
的进一步扩大，保险经纪人会和
欧美国家一样，与医生、律师一
起走进每个家庭，成为家庭三大
顾问之一。

黎明保险经纪作为一家全
国性专业中介平台，拥有知名供
应商70余家，完整丰富的个人、
家庭、企业风险管理等优选产品
千余款。以不可比拟的团队优
势，为客户提供风险咨询、方案
定制、投保协助、理赔协助、法务
咨询、协助理赔索赔等服务。
2019年11月与中信信托合作成
立全国首个“家族办公室”，为客
户提供全方位的财富管理、特色

化尊享服务。在与客户签下“服
务委托协议书”之后，与客户建
立“与生命等长的全周期”服务，
用全面高质量的风险管理创造
好的用户体验！

黎明保险经纪山东分公司于
2017年9月成立，经纪人队伍主要
以平均从业时间5年以上的“80
后”为主，拥有丰富的市场经验及
专业服务能力。在总经理王花娣
女士带领下，已在全省设立18家
保监报备机构，40余个保险服务
中心，经过三年的发展先后荣获：

2017年度保险经纪“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2018年山东新旧
动能转换“典型企业”；2019年山
东省中介行业协会“保险中介星

级机构”；2019年山东“十佳中
介”荣誉称号；2020年山东省保
险中介四星级机构；山东省保险
中介行业协会会员单位；中国山
东网《山东民声》栏目“保险行业
专家单位”；携手山东济南生活
频道3·15期间特别录制“3·15保
险消费维权”节目等。一系列荣
誉和成绩，被客户称赞为“家庭
风险管理好管家”。

2020年，黎明保险经纪山东
分公司勇担社会责任，免费为企
业和家庭提供新冠保障超百亿。
公司整体保费规模逆势上扬，实
现正增长的同时还为全省客户
索赔维权2000余万元。

中介是趋势，专业是方向。

黎明保险经纪致力于打造经纪
人专业服务能力和差异化竞争
优势，基于保险经纪人职业定位
首创IDR顾问服务模式，队伍依
托专业服务人均年经纪费收入
已突破20万元。

黎明山东分公司正以稳健
的经营步伐，吸纳和汇聚了一批
批“身怀绝技”的人。这里有中国
第一代保险老兵，有国际精英、
行业翘楚，有名校博士、海归硕
士，还有律师、医生、教师、金融
高管……成为越来越多高素质
从业者合伙创业的首选！

黎明保险经纪，懂保险，更
懂您；选保险，找黎明；做保险，
来黎明！

黎明保险经纪：懂保险，更懂您！

今年以来，在结构性行情的主旋律下，板块轮动十分频繁。随着市场波动的加大，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更青睐稳健收益的的替代性
产品，尤其是能较好满足投资者在维持稳定投资的同时，还能获取更高弹性收益需求的股债混合基金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焦点。

为提升社会公众认知度，引
导广大金融消费者正确理解存
款保险相关知识，华夏银行济南
分行深入落实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及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管
理部关于存款保险集中宣传活
动的要求，全行统一行动，形成
宣教合力，组织开展了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
取得了较好效果。

该行专门成立了宣传活动
领导小组，对宣传工作进行详
细安排部署，切实抓好“四个到
位”，即领会活动精神到位、组

织学习培训到位、活动氛围渲
染到位、过程督导落实到位，确
保宣传活动深入推进、取得实
效。辖内各网点积极开展厅堂
阵地宣传，为前来办理业务的
客户递送存款保险宣传材料，
利用客户等待办理业务的时间
开设存款保险小讲堂，增加公
众对《存款保险条例》的认知，
强化客户风险防范意识。据了
解，该行在今年的宣传活动中，
充分运用线上渠道扩大传播范
围和影响力，活动覆盖面得到
进一步提高。除通过分行公众

号、员工微信朋友圈对存款保
险进行宣传外，该行员工还积
极创新，运用抖音、美篇等制作
了30余个存款保险宣传视频和
情景剧，在线上进行广泛传播，
提高了存款保险知识宣教的趣
味性，让存款保险知识更加贴
近公众、贴近生活。

当前，存款保险宣传工作
正在华夏银行济南分行如火如
荼开展，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
去办理资金增值业务、学习存
款保险知识，给家庭财产多一
份安心保障。

华夏银行济南分行
积极开展存款保险宣传活动

11月10日，2020中国(潍
坊)资本论坛暨地级市资本活
力指数发布会在潍坊举行，会
上，邮储银行山东省分行与潍
坊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次战略协议的签署将
进一步深化政银企合作模
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根据协议内容，邮储银
行山东省分行将在社保/医

保、国库集中支付、住房公
积金、房屋维修基金、公共资
源交易、教育、卫生等结算业
务提供更加优质金融服务，并
根据潍坊市发展规划和经济发
展情况，对重大工程、重点项
目、中小微企业、民生和“三
农”等领域，提供全面创新金
融产品。

(通讯员 高金龙)

邮储银行山东省分行
与潍坊市人民政府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财经资讯


	A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