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众多公募基金经理中，平
安基金权益投资总监李化松是
比较独特的一位，其工作履历覆
盖卖方分析师、研究员、企业年
金投资经理、基金经理、投资总
监等多重角色。丰富的工作经验
及深度的研究积累，也奠定了李
化松扎实稳健的投资风格。自
2018年加盟平安基金以来，李化
松用远超比较基准的业绩，为投
资者带来了长期持续的回报，近
两年打造两只翻倍基。

从李化松过往的投资管理
来看，他管理的平安高端制造A
的收益主要来源于“个股选择”。
他的选股标准是寻找具有“核心
竞争优势”的企业，这个数据也
和“寻找优质企业”的投资策略
密切契合，知行合一。那么问题
来了，在投资中，李化松是如何

挖掘优质企业的？他的选股策略
可细分拆解为三大维度：产业趋
势、企业质地和管理层、盈利模
式。刚开始入行时，李化松是做
传统周期行业研究的，后来投研
方向开始转向成长属性较强的
行业。从基金持仓来看，他的能
力圈不断拓展。管理的平安高端
制造A，以电子、消费和医药为
投资主线。这样的投研经历让李
化松从更高的层次来考虑投资，
他认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处于产
业发展周期不同阶段，分析的侧
重点是不同的。投资之前，李化
松会判断企业处在什么生命周
期阶段，针对不同阶段的企业，
有不同的研究侧重点。比如成长
早期企业，李化松偏向于产业趋
势研究，而不是苛求公司质地。
到了成长中期，行业增速降低，

会有很多新的企业进入到市场
中，企业的竞争加剧。在这个时
候，李化松重点关注公司管理层
的质地。到了行业成长的中后
期，行业增速变慢。此时企业的
盈利模式变得比较重要，侧重研
究盈利模式。李化松把投研重点
分为两类：新兴成长、优势盈利
模式驱动的价值成长，通过深度
研究，精选核心优势企业。同时，
李化松会在价值成长和新兴成
长这两类资产之间均衡配置。这
样做的好处是，不同市场环境
下，都能有一个相对不错的业
绩，组合的业绩波动会相对小一
些。

展望后市，李化松认为，A
股市场风格可能会相对均衡,未
来消费和科技领域较难再现突
出的Beta行情，个股分化将加

大，同时顺周期板块特别是一些
制造业的龙头公司的投资机会
也值得重视。因此，接下来板块
配置应当相对均衡，在此基础上
对个股的筛选更加重要，投研团
队要紧密协作，加大对行业和个

股的研究深度。由李化松担任基
金经理的平安兴鑫回报一年定
开混合(代码：011392)，将在3月
9日首发募集，详情可咨询代销
渠道兴业银行各网点。【风险提
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不到三年，两只基金回报170%+，他是如何发现优质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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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面向特色客户提
供有温度的服务，为广大英语爱
好者提供风采展示的平台，中信
银行济南分行举办第二届“中
信杯”英语风采大赛。历经一
个半月的线上海选、预赛角逐
后，总决赛于2月26日在济南成
功举办。

本届中信杯英语风采大赛
一经推出，受到了广大客户的
热情关注和热情参与，共有131

位选手报名参加线上海选。主
办方特地搭建了新媒体互动平
台，让比赛更具参与性和互动
性。在线上海选及预赛阶段，
累计产生了8 . 5万次浏览量和
5 . 5万份投票。

2月26日，12位从海选与预
赛阶段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向
决赛冠军展开角逐。决赛在济
南中信广场举办，山东省实验中
学、新航道、新东方、沃尔得英语

的资深教师受邀组成评委团。选
手 们 围 绕“ T h e T a s t e o f
Home town”(家乡的味道)和
“Big City or Small Town”(大
城小镇)两个演讲主题，畅谈个
人理解感悟，分享人生哲学和
生活态度，赢得到场观众的热
烈掌声。经过主题演讲和即兴
演讲两个环节的激烈比拼，济
南市泉海小学艾潇、山东省实
验中学董纹韶、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外国语学院宋和煦，凭
借精彩饱满的演讲内容、流利
优美的语音语调、睿智机敏的
即兴发挥、沉着稳健的舞台风
范，征服了现场评委和全场观
众，分别夺得小学组、中学
组、大学成人组冠军。

“中信杯”英语风采大赛
是中信银行济南分行面向持有
中信银行护航借记卡客户推出
的专属活动之一。中信银行护航

借记卡是中信银行为出国客户
打造的专属白金借记卡，嵌入诸
多与出国相关的特色权益，如境
外汇款手续费半价优惠权益，航
空保障、海外紧急援助等安全权
益，学习和留学优惠权益等。后
续，中信银行济南分行还将优先
面向持卡客户，开展英才实习营
及周末英语课堂等活动，为广大
客户送去更贴心、更有温度的优
质服务。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成功举办第二届
“中信杯”英语风采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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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事件回顾———
校车突然停运
家长有点慌神

“各位学生家长好，金岭校车
公司于2021年2月27日接到交通
管理部门的通知，校车因为缺少
与学校对应的‘路线标牌’禁止在
新学期继续运行。因此，校车自2
月28日开始暂停运行……”青岛
新学期开始前，一则消息在某些
公立学校的家长群里炸了锅，已
经安全运行10年的青岛大鼻子校
车被叫停，不少习惯了让校车接
送孩子的家长慌了阵脚。

记者了解到，校车被停运，关
键在于2015年青岛市校车安全管
理办法，当时教育部门就禁止市
南市北公办中小学与校车企业签
约，但有需求的家长自发组织委
托校车企业接送学生上下学，这
主要集中在市南市北这些学校集
中在大学路小学、26中、65中以及
市北二实验等几个学校。6年以来
这些学校的校车都是没有校车标
牌的状态。

记者了解到，除了金岭校车，
交运温馨校车也有9部公立学校
的校车线路临时停运，青岛市受

影响的学生总数超两千人。

事件进展———
校车公司陷困境

“米图”等也被叫停

“被叫停后，我们33部校车无
法上路运行了，大约影响一千多
名学生的上下学。”据青岛金岭校
车公司的负责人宋先生介绍，金
岭校车公司早在2011年响应政府
部门的号召，先后投资2000余万
元，购置了近60部大鼻子专业校
车，已在市南片区的青岛市实验
小学、大学路小学、镇江路小学、
二实验等学校运营多年。

虽然公立学校倡导学生就
近入学，但因种种原因，部分孩
子并不在学区房居住，校车存在
市场需求。记者了解到，目前公
立学校的校车收费基本上是市
场行为，目前多数情况是每生每
天20元的收费标准。对此，金岭
校车的宋先生也明确表示，这个
收费是校车公司和学生家长直
接联系的，虽然运营公立学校的
校车并不能实现大幅赢利，但是
校车被叫停后，让公司直接陷入
了困境。“校车不能上路，那不就
是一堆废铁了，我们的投资打了
水漂。”宋先生说。

3日，记者注意到，由于部分
学生需求，开始有大巴车、米图出

行等包车充当起校车的“空缺”。3
日下午，在市南区南京路上的镇
江路小学校车接送点，5部米图出
行的车辆一字排开，正在等待孩
子放学接送孩子。“我们是双职
工，因为上班时间和接送孩子时
间冲突，根本没时间接孩子，都习
惯了校车接送，很方便。现在一下
子停了，弄得很不适应。”镇江路
小学的学生家长李女士说，开学
前突然一纸停运通知彻底打乱了
她的正常生活节奏，为了弥补这
个缺位，她只好和几位熟悉的家
长一起包了一辆米图。

4日上午，有家长向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反映，目前米图等包
车业务也被紧急叫停了。

事件展望———
市场化运作或可引导
有关部门正研究对策

米图等包车业务为何被叫
停？对此，城运控股交运集团的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之前米图确实
接到了很多家长接送孩子的需
求，但因米图不能给小学生和中
学生提供包车服务，目前这些业
务已经被紧急叫停了。记者了解
到，由于民办中小学招生在全市
范围内，并不是就近入学，因此学
校使用校车接送学生符合规定。
目前市南区已经明确表示，公立
学校不配备校车。

“现在还在疫情期间，校车
无论从安全还是疫情防控都具
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应该叫停
原来的校车，给家长和城市交通
增加负担。”对此，有业内人士认
为，从2011年开始青岛率先引入
国际先进的校车，目前已经存在
10年了。校车在安全性和专业性
上明明更有优势，却因为一纸规
定让正常的校车不能正常上路
运行，家长被迫选择出租车甚至
包车等业务，这其实是行业的倒
退。“发现问题应该及时整改和
规范，不能因为有安全隐患而一
刀切式的叫停。市场的行为应该
放在市场，让市场化运作发挥作
用。”

记者了解到，针对校车停运
带来的问题，青岛市教育部门和
交通部门于4日当天已经在积极
研究对策。

校车停运后，家长转而寻求包车接送
目前已被紧急叫停，青岛教育和交通部门正在积极研究对策

日前，青岛多所义务教育公立学校校车停运引发关注，为
了应对，家长各显神通，有的联合租大巴车，有的选择了米图
出行，还有的考虑定制公交，各类车辆齐上阵。4日，记者了解
到，目前米图出行等接送学生的行为被紧急叫停。

青岛公办学校校车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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