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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陈懿持有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渊编号院瑞金
市 3600703400215冤遗失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杨斌持有的证号为瑞房权证象湖镇字第
201400108 号房屋产权证 渊房屋坐落于瑞金市象湖
镇城西开发区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 吴 小 文 持 有 的 残 疾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210219761124293544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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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只剩几个交易日袁公
募基金野中考冶业绩即将揭榜遥 虽
然上半年收益率冠军仍然悬而未
决袁 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海
内外股市巨震中袁医药尧科技等主
题基金领衔排行榜的大局已定袁
上半年主动权益类基金将再度斩
获不俗的超额收益遥

最高收益率接近 70%
在上半年股市结构性行情

下袁 主动权益类基金整体获得良
好业绩袁呈现不错的超额收益遥

数据显示袁 截至 6 月 19 日袁
今年以来袁3102 只主动权益类基
金 (基金份额合并计算) 中袁有
2906 只斩获正收益袁 占比高达
93.68%曰主动权益类基金平均收
益率为 14.41%袁大幅跑赢同期沪
深 300 指数 0.05%的涨幅遥

若排除年内成立的次新基
金袁 主动权益类基金平均收益率
为 15.33%袁跑赢同期沪深 300 指
数超过 15 个百分点遥 其中袁高仓
位的主动股票型基金收益率更
优袁平均收益率为 18.99%袁同期
混 合 型 基 金 平 均 收 益 率 为
13.8%遥

北京一家中型公募投资总监
表示袁 近年来公募基金超额收益
日益明显袁 这与股市的行情分化
有重要关系遥他分析袁公募基金作
为机构投资者袁 在前瞻性研究和
投资决策上具备优势袁 而且公募
聚焦投资于高景气度行业和长期
经营优势明显的企业袁 这些偏向
基本面的龙头公司也表现优异袁
公募基金整体呈现出更强的超额
收益遥

从当前收益率排名情况看袁
医药板块业绩大幅领先袁 创金合
信医疗保健行业 A 以 69.28%收
益率位居榜首袁 宝盈医疗健康沪
港深尧 广发医疗保健 A 分别以
67.76% 尧67.33%收 益 率 紧 随 其
后袁前三名收益率差距甚微遥

毋庸置疑袁 上半年主动基金
业绩冠军将从医药主题基金中决
出遥据记者统计袁年内收益率超过
50%的主动权益类基金多达 38
只袁其中袁医药健康主题类基金数
量就有 35 只袁并且野垄断冶了前
20 位袁野霸榜冶优势不可动摇遥

在医药主题基金之后袁 科技
类基金第二梯队遥目前袁广发新经
济尧富国互联科技尧华夏科技成长
等科技主题基金收益率也超过
40%遥

谈及今年股市的结构性行
情袁 上述北京中型公募投资总监
表示袁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
业转型升级袁 医药及部分科技细
分领域的龙头公司建立了明显的
竞争壁垒袁一方面袁从经济结构转

型和人口老龄化角度而言袁医药尧
科技行业仍然是长期需求巨大尧
发展空间广阔的好赛道曰 另一方
面袁从中长期来看袁随着企业研发
投入和效率提升袁 相当多的半导
体尧新能源汽车尧创新药等优质公
司仍会保持较快的业绩增速遥

低估值策略基金
表现乏力

在今年医药尧科技尧消费等板
块的结构性行情下袁 部分基金公
司抓住市场机遇袁 旗下多只基金
业绩表现亮眼袁 而部分以金融地
产板块尧 红利因子等低估值策略
的基金表现欠佳袁 在各类主题或
策略基金中垫底袁 不少基金年内
还录得了负收益遥

数据显示袁 工银瑞信基金旗
下前沿医疗尧养老产业尧医药健康
收益超过 60%袁富国基金旗下富
国精准医疗尧富国医疗保健行业尧
富 国 生 物 医 药 科 技 收 益 率 超
50%袁广发尧中欧尧华泰柏瑞等多
家基金公司也各有 2 只以上产品
年内收益率超过 50%遥

与此同时袁 部分基金业绩不
佳袁 亏损最多的达到 24.05%袁业
绩首尾相差 93.34 个百分点遥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投资人
士认为袁 今年充沛的市场流动性
是催生高估值市场环境的关键因
素袁 随着疫情防控的进展和经济
的逐渐复苏袁 未来可能逐渐迎来
估值的回归袁 低估值策略也有望
继续发挥作用遥

北京一家中型公募绩优基金
经理分析袁目前全球都保持流动性
最为宽松的市场环境袁而最宽松的
资金也伴随着最高的估值袁这也导
致科技尧医药等板块的估值都在高
位遥 随着未来宏观经济的复苏和
疫情防控的缓解袁 流动性发生紧
缩或流动性边际变紧袁 股市的估
值分位可能也会随之下降遥

不过袁 该基金经理仍然看好
医药股业绩与估值的匹配遥 他认
为袁目前医药股虽然估值偏贵袁但
从基本面来看仍然处于上行区
间袁如果看到明年业绩兑现预期袁
目前的估值仍然可以接受袁 仍然
更具获取超额收益的确定性遥

在上述北京中型公募投资总
监看来袁 目前部分科技和医药股
的估值与市场预期存在较大偏
离袁他已对基金组合做了调整遥他
认为袁在当前估值下袁单纯依靠主
题投资和行业需求投资医药和科
技板块存在较大风险遥野从过往经
验看袁A 股经历过几次高估值市
场环境袁 最终估值还是回归到合
理的状态袁 而估值收缩的核心原
因袁 还是公司基本面和经营状况
低于市场预期遥 冶 文证

野闭眼卖冶成过去时
经过了近期原油宝和理财产品净值

波动后袁 一线人员销售行为也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袁以往野闭眼卖冶的行为已经逐
步让位于更加审慎和定制化的投资建
议遥 记者调研多家银行发现袁当前银行理
财客户经理都会根据客户的风险承受偏
好推荐产品袁而并非一味强调收益率遥 结
构性存款和保险类产品成为风险偏好较
低客户的重要选择袁 而定投基金则被力
荐给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客户遥

多位银行客户经理表示袁 对于购买
理财产品经验不是很丰富袁 风险承受能
力较低的人群袁 一般推荐保本型理财产
品袁如结构性存款或保险产品曰而对于风
险承受能力较强袁 且比较了解净值型产
品特点的人群袁 则会推荐非保本理财产
品袁 如代销理财子公司产品或是一些定
投基金遥

一位国有大行客户经理告诉记者袁
现在结构性存款的收益率约在 3%袁如
果购买金额多的话袁 更推荐这样的保本
型产品遥 她提到袁野今年大环境情况比较
特殊袁 风险波动大遥 一些非保本产品的
收益率未必能达到 3%袁 也可能出现浮
亏遥 冶

某股份制银行人士则向记者推荐了
保险类产品遥 她表示袁野目前我们行保险
类产品的收益率为 3.5%袁 这个收益率是
长期锁定的遥 对于年轻客户来说袁是一款
很值得投资的产品袁等于强制储蓄遥 冶该
人士亦坦言袁 目前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采
用搭配的方式比较好袁 放在同一只产品
上风险太大遥

一位城商行客户经理则更青睐于向
有一些风险承受能力的客户推荐定投基
金遥 该客户经理告诉记者袁野我负责的一
款产品目前为止收益率已经达到 15%以
上遥 定投只要能进行长期坚持袁收益肯定
不错袁不过相应的也有风险遥 冶

难念的经
野压力大呀浴 每天都琢磨怎么安抚客

户情绪袁万一客户投诉可就麻烦了袁最近
愁得都睡不好遥 冶一位股份制银行的银行
理财经理小王对记者表示遥 他向记者展
示了大客户 A 的朋友圈袁A 的每条动态
下都有这位理财经理的点赞遥

为何如此要花如此大的精力维护
A钥 A 是小王也是网点的主要客户之一遥
今年 4 月袁A 在小王的推荐下购买了一
款纯债基银行净值型理财产品袁 主要看
中了低风险和稳定回报袁 结果债市波动
中袁这款产品净值跌为负值袁但由于产品
尚未到期又无法赎回遥 A 非常不满袁一度
扬言要投诉小王遥

小王算是比较幸运的袁 在他的解释
下袁A 的情绪逐渐恢复遥 而另一些投资者
的愤怒则宣泄在了公共平台上袁 在黑猫
投诉平台上袁 某股份行推出的 野N 天成
长冶系列产品在最近一个月内袁遭到了投
资者近百条投诉袁 甚至还有投资者对其
发起了集体投诉袁 截至目前集体投诉数
量已经接近 200 条遥 有投资者在平台表
示袁其在 4 月底购买的该银行理财产品袁
标注的是中低风险袁 可是现在处于亏损
状态遥 这位投资者表示袁强烈要求该银行
赎回理财并赔付遥 有投资人愤怒地对记
者表示院野我买的是银行定期理财袁 为什
么会每天损失那么多钥 冶

除了存在亏损的风险袁 收益率下滑
导致的客户流失则是银行理财的又一压
力遥 第三方研究机构普益标准监测数据
显示袁5 月份全国整体银行理财收益环比
下滑 7 个基点至 3.59%袁较今年 1 月份已
经下滑 18 个基点遥 5 月份共有 332 家银
行发行了 6914 款银行理财产品袁 其中袁
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
率为 3.80%袁较上期减少 0.08 个百分点袁
收益率创近 43 个月新低遥

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和全球主
要经济体流动性愈发泛滥的背景下袁银
行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收益大概率只会越
来越低袁保本尧流动性好尧收益高的野闭
眼冶买理财时代恐怕要成为过去式遥

一线业务人员的体会更是深刻遥 野想
留住客户真是太难了遥 高收益风险又低
的产品越来越少袁 不少客户到期了就不
会再买了袁很多投向了股市和基金遥 冶一
位国有大行网点经理对记者表示遥 为了
寻求增量袁 不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寻遍
一切机会发掘增量遥 疫情期间袁北京市银
行网点大多限流袁 高峰时段客户需在门
外排队等候袁 大堂经理往往会出来挨个
询问客户办理业务类型袁 提前分流和填
表遥 记者在北京某银行网点看到袁炎炎烈
日下袁大堂经理在询问客户的同时袁手里
还抓着一把理财产品和大额存单的介绍
材料袁 碰到有理财意向的客户就赶紧递
上产品说明遥

你不理财袁财不理你袁这一观念已经
深入人心袁 而理财中体量最庞大的当属
银行理财遥 长期以来袁银行理财被视为存
款替代品袁收益更高尧保本保息几乎已成
投资信仰遥 而 2020 年袁这一信仰遭遇重
大挑战袁各类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下行袁
甚至部分出现浮亏状态遥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多家银行网点
发现袁 在资产荒与市场波动不断加大的
背景下袁 银行理财已经逐渐告别投资者
野闭眼买冶和理财经理野闭眼卖冶的野躺赚冶
时代遥 章源

基金“中考”临近交卷
医药主题基金“霸榜”

躺赚时代终结

银行理财销售日趋精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