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点名称 地 址 咨询电话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 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7000号汉峪金谷商务中心六区1号楼 0531-81755577

兴业银行济南历下支行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7703号 0531-82619629

兴业银行济南天桥支行 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东路31号 0531-86909827

兴业银行济南章丘支行 济南市章丘区汇泉路南唐人中心A区东沿街 0531-83362561

兴业银行济南市中支行 济南市市中区万达广场A区帝景苑4号楼108-112号 0531-86051080

兴业银行济南历城支行 济南市历城区七里河路1号 0531-88585929

兴业银行济南建设路支行 济南市市中区建设路84号 0531-82986006

兴业银行济南槐荫支行 济南市槐荫区经四路490号 0531-86051856

兴业银行济南龙奥支行 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22号 0531-88686015

兴业银行济南泺口支行 济南市天桥区标山路14-16号（香江花园5号楼1-101） 0531-82097088

兴业银行济南历山支行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18号 0531-86569820

兴业银行济南燕山支行 济南市历下区窑头路1号 0531-88153912

兴业银行济南泉城支行 济南市东八里洼路22号伟东新都二区5号楼1-103号 0531-86197287

兴业银行济南高新支行 济南市高新区山钢新天地7号楼 0531-88166755

我们认为吴渭有两个很特别
的能力圈：一是极度严苛的投资
纪律。在组合管理上，吴渭秉持绝
对收益目标，把风险放在第一位，
而非收益。他认为，投资没有后视
镜，自己有耐心在过程中通过投
资纪律实现回撤控制，做到知行
合一；二是顺应时代精选成长个
股。吴渭能够较好的把握时代脉
络，对于看好的成长趋势和个股，
他也敢果断重仓，长期持有。

对于持有人来说，波动低的
产品能带来更好的投资体验。风
险和收益是硬币的两面，大部分
人只看到收益却忽视了基金经理
承担的风险。吴渭的投资框架能
带来较好的风险调整后收益，从
其公开管理的产品看，过去3年，
吴渭的收益率超100%，累计回报
和最大回撤均排名同类前20%，
而市场上同时满足这两项条件的

同类基金仅9只，占比不到3%。
以下我们先分享一些来自吴

渭的投资“金句”：
(1)对于投资，我最朴素的价

值观还是绝对收益思路，长期复
利的根源首先是要在下跌市中大
幅领先指数，然后才是在上涨行
情中跟上指数。

(2)我敬畏时代大趋势的力
量，顺应时代的潮流更容易选出
好的赛道、对的赛道，许多表现很
好的行业，都是有时代背景的。

(3)市场通常会讲A股是牛短
熊长，事实上从专业投资者的角
度看，这是最好的时代，A股市场
在90%的时间都是结构性牛市。

(4)“投资没有后视镜”，永久
的净值损失和阶段性回撤的区别
往往只有事后复盘时才会看得更
清楚，所以我在秉持绝对收益组
合管理思路时，会在过程中通过

严格的投资纪律来实现回撤控
制。

(5)我对于大的回撤比较敏
感，每一次市场出现巨大下跌都
可能是时代或者市场风格转换的
结果。

(6)我倾向在中国有比较优
势的行业中选择成长龙头公司，
赚估值扩张的钱，而非简单地在
长期低估值的行业“淘金”。

(7)我认为自己绝大部分的
超额收益来自重仓股的Alpha，其

他收益来自市场和时代的Beta。
我会努力选到基本面和估值双升
的公司，这类公司往往是符合时
代发展趋势的。

(8)我认为自己有两个相悖
的性格：一方面，我是一个极度有
耐性的人，能够严守投资纪律。另
一方面，我又很果断，对于我看好
的成长趋势和个股敢下重注。

(9)股票价格无非对应两个关
键变量：业绩的增长和估值的变
化，那么我重仓的个股一定要对

其中某一个变量有自己的理解。
(10)我自己家庭所有的钱，

都是投入到我自己的产品里面，
并勤勉尽责。

1月9日，吴渭会在济南香格
里拉大酒店与投资人见面，欢迎
感兴趣的客户到兴业银行各网点
索要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
月11日吴渭的新基金博时汇兴回
报产品也会在兴业银行盛大发
行，详询兴业银行济南分行各网
点。

博时基金吴渭：
敬畏时代趋势，耐心与果断并存的“少数派”

长期复利的根源首先是要在下跌市中大幅领先指数

因视力障碍无法抄录业
务须知而无法完成面签；对智
能设备不熟悉而无法进行“人
脸识别”；因姓名中带有生僻
字无法申领银行卡……在现
实生活中，这些普通人习以为
常的金融服务，却成为老年
人、障碍人士等特殊群体难以
逾越的服务壁垒。

据了解，当前各银行分
支网点在业务实际办理中往
往采用面签、人脸识别等方
式，对业务办理所需的相关
个人信息进行确认。然而，
这项原本出于合规性、安全
性考量而采用的规范流程，
却在现实中对老年人、障碍
人士等群体使用金融服务造
成诸多不便。与此同时，部
分人群也因姓名中带有生僻
字，而无法顺利实现身份验
证、跨行转账、在线支付等
各类常规操作。

在关注到上述问题后，
中信银行持续贯彻“以客为
尊”的基本原则，通过流程
优化、系统升级等措施，疏
通金融服务“盲区”，进一
步完善金融服务能力，切实
保障各类人群使用金融服务
的合法权益。

在 网 点 服 务 流 程 优 化
上，中信银行制定推出《无
障碍厅堂服务规范》(以下简
称“《规范》”)，针对障碍
人士使用银行网点服务不便
问题，从完善无障碍设施配
备、制定障碍人士的服务细

则、优化柜面服务流程等方
面，进一步提高对障碍人士
群体的银行服务保障能力。
据悉，《规范》将于今年12
月底正式实施。

其中，《规范》从障碍
人士实际需求考虑，在原有
无障碍坡道、按铃等设施配
备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服
务过程中的响应时效及服务
标 准 。 并 通 过 人 工 耐 心 引
导、线上线下协同办理等方
式畅通服务流程。在保障老
年人无障碍服务方面，《规
范》要求支行充分发挥服务
优势，通过定期组织培训活
动，提升老年客户智能设备
使用能力；对于部分操作智
能 设 备 存 在 困 难 的 老 年 客
户，则通过柜台等线下渠道
进行办理。

此外，为解决因姓名中有
生僻字而造成身份无法验证
问题，自2017年开始，中信银
行在充分调研、反复讨论后提
出全系统字符集升级改造方
案，历时1年半、近90个分期分
批完成对系统、柜面、交换平
台、手机银行升级改造，并于
今年4月初全面上线生僻字支
持功能。各系统上线至今稳定
运行，大部分业务场景下生僻
字姓名客户的业务办理正常，
手机银行等界面生僻字输入、
显示正常。

近期，中信银行拟将多
年来探索总结的生僻字解决
方案和通用组件进行开源，

并联合相关管理部门，共同
推进金融行业率先解决因系
统兼容问题而导致跨行交易
失败这一难题。

更加灵活、弹性的服务流
程，进一步拓宽金融普惠适用
范围，让金融无障碍服务更加
便民。有专家表示，推动完善
金融无障碍服务，是银行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将其融入业务
经营的切实举措。

“《规范》的推出，重点在
于理念更新，可以让更多人关
注到无障碍服务的重要性。相
信这会在未来持续推动无障
碍服务规范的不断改进和完
善。”深圳市无障碍环境促进
会会长余冠彬在银行无障碍
推进活动中表示，中信银行无
障碍服务的完善，对提升从业
人员的无障碍服务意识、提高
服务水平、完善银行物理空间
无障碍配置等方面具有积极
意义。

不过，无障碍服务建设
并非一日之功。在进一步完
善信息无障碍服务方面，余
冠彬建议，需围绕特定人群
的使用需求，在业务办理中
通过增加语音提示、语音读
屏、人工讲解等不同形态的
信息输出和展示方式，对软
件 系 统 进 行 适 配 改 造 。 同
时，无障碍建设也需在金融
系统中统一推进，通过培训
引导，逐步打通各机构之间
信息流通障碍，帮助相关群
体跨越“信息鸿沟”。

从细小处入手

中信银行提升银行无障碍服务能力
近日，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发

布《关于2019年年度基层职工互动
保障工作考核结果的通知》，在此次
考核中青岛银行工会委员会被评为

“优秀”，这是青岛银行近年来积极
打造“和谐青银”工会品牌的又一突
出成果，也是该行践行“关爱文化”，
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的又一例证。

近年来，青岛银行工会按照四
项职能的要求，以创建“模范职工之
家”为载体，以“职工信赖”为建家目
标，突出“和谐青银”工会品牌建设。
为及时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多年
来，青岛银行对于办理门诊大病或
当年因病住院的职工已办理互助保
险赔付，以缓解职工的经济压力。另
外，对具备条件的分行工会，要求各
行积极参加当地的职工互助保险，
扩大员工覆盖面和受惠面。据介绍，
仅近两年，青岛银行就为职工办理
互助保险赔付超200人次。目前，青
岛银行还坚持实行随访慰问制度，
对患重病职工做到及时登门看望，
为职工送去关爱和温暖。

为职工提供互助保障仅是该行
打造“和谐青银”工会品牌，践行“关
爱文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围绕

“关爱文化”核心理念，青岛银行工
会积极保障员工权益，历年开展员
工体检、举办多次健康知识讲座等
为员工送去关爱。为丰富职工的文
化生活，青岛银行“模范职工之家”
创建活动在行内广泛开展。据悉，该
行曾先后荣获全国模范职工之家荣
誉称号1个，山东省模范职工之家2
个，山东省模范职工小家1个。

此外，青岛银行不断丰富“关爱
文化”的内涵与层次，将关爱行动向

更深层次推进。近两年，青岛银行聚
焦行庆，开展了以“我为行庆做贡
献”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通过开展

“技能比武我拔尖”“创新实践我最
强”“健康生活我最棒”“凝聚力量我
参与”“时代风采我展现”“精彩故事
我来拍”“牵手共赢，结对共建”“青
银工匠工作室”等系列活动，不断提
高职工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帮
助员工建立成长发展阶梯、树立正
确的职业操守、成为所在领域的专
家能手。

在“和谐青银”文化的浸润感染
下，青岛银行对外也将责任担当作
为自身行动的驱动力。而这其中，青
银慈善基金会是该行熠熠生辉的公
益名片。据悉，早在2014年，青岛银
行在内部就发起了“青银梦想爱心
基金”。2017年，“青银慈善基金会”
正式成立，该基金会不仅接受青岛
银行员工的爱心捐赠，也为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提供了一个奉献爱心
的平台。今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青银慈善基金会第一
时间向青岛市慈善总会捐出资金
100万元，助力战疫。

今年，青岛银行还梳理完善了
青银志愿服务品牌，成立了志愿服
务组织，并号召全行有志于投入公
益事业的职工注册加入志愿者行
列。青岛银行志愿服务组织成立后，
青岛银行将对志愿者进行分类管
理，加强业务培训，有针对性开展志
愿服务。同时，该行将健全常态服
务，持续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关
爱新市民子女”、社区志愿服务等工
作，以担当更多社会责任，服务客
户、回馈社会。

关爱聚心同心聚力

青岛银行获评优秀工会委员会

博时基金的吴渭是市场上少数能够有效运
用绝对收益策略的公募权益基金经理。在2018年
A股历史第二大熊市中，当年全市场超88%的股
混基金收负，而他取得了难得的正收益。吴渭认
为，赚取长期复利的方法是，经历一轮牛熊，在震
荡或下跌行情中大幅领先指数，在上涨行情中跟
上指数。在选择赛道上，吴渭敬畏时代趋势的力
量，认为许多表现很好的行业，都是有时代背景
的。投资需要与时俱进、良性循环，尽量避免教条
主义，不过于偏向某一个行业。从历史业绩的回
溯看，吴渭在2017年的大蓝筹牛市、2018年的大熊
市和最近两年的成长股牛市中都表现优异，而这
恰恰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市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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