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股市反弹强劲， 有业内人
士建议， 投资者在布局股市提高收
益的同时， 也选择一款债基用以分
散组合投资风险。据悉，富国强回报
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目前开放申购已
经进入倒计时， 建议投资者抓紧时
间配置。 以正打开申购的富国强回
报为例， 定开债基因其一定时长的
封闭期更具杠杆优势。 富国强回报
定期开放的运作模式更有利于基金
经理贯彻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封
闭期内免受申赎的流动性扰动，资
金利用率更高。 ■黄文成

基金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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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加大对老年人群的金融知识宣传
普及力度，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辖
内网点株洲支行于3月7日-10日
走进株洲老年大学举办金融知识
普及专题讲座。

此次讲座以防范诈骗为主
题， 紧密围绕与老年客户群体密
切相关的远离非法集资和高息存
款，金融诈骗的特点、种类和预防

原则等内容，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为老年客户进行了实际案例分
析， 以口诀的形式提示老年人警
惕资金陷阱，预防电信诈骗。讲座
结束后，现场还以互动交流的形式
激发广大老年客户学习金融知识
的热情。“以后这样的课要经常上，
贴近生活，很有帮助。”老年大学的
周老在听完讲座后如是说。

“老年人作为金融知识普及

的弱势群体更应受到关注， 今天
送金融知识进老年大学只是渤海
银行普惠金融的内容之一， 希望
为老年朋友保护合法权益等方面
做点实事。” 该行负责人表示，渤
海银行长沙分行将坚持开设金融
知识普及讲座， 帮助金融消费者
提升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 推动
和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 ■潘显璇 熊芳

3月16日，美联储宣布加
息25个基点， 联邦基金利率
从0.5%~0.75%调升到0.75%
~1%。 这是美联储近十一年
来第三次加息， 预计年内还
有两次加息。

说到美联储加息， 很多
人第一感觉是： 和我有什么
关系？ 只有人民银行加息我
才会关心。实际上，中国央行
加息会直接影响存款利率，
但美国央行会间接影响投资
理财。

人民币资产或迎来蜜月期

就2017年美联储首次加
息， 富拓外汇中国市场分析
师钟越认为， 由于此前整体
市场已充分定价了此次加息
并反映消化在美元近期的走
势上， 预计其对人民币汇率
走势影响有限， 短期跌破
6.95的概率不大， 中期来看
7.0仍是重大强支撑关口，非
轻易可攻破。

3月16日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中间价报6.8862元，较
前一交易日大涨253个基点。

国泰君安首席环球经济
学家花长春也指出， 短期驱
动美元最强的因素是3月加
息，但靴子已落地，下一步影
响美元的因素有：特朗普税
改方案， 美国债务上限、6
月加息预期、 欧洲大选和
经济数据等， 目前来看这
些 因素 存 在 较 大 不 确 定
性，美元短期看震荡。美元
震荡有利于人民币继续维
持平稳。靴子如期落地，预计
在风险偏好提振与经济强劲
表现支撑下， 人民币资产或
迎来蜜月期。

黄金价格或逆势上涨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国
际金价却出现暴涨奇观，现
货黄金突破1220美元/盎司
关口，刷新3月7日以来高位。
截至3月16日17时35分，国
际金价报收于1224.06美元/
盎司。 白银涨幅也一度扩大
至3.5%。另外，全球最大黄金
ETF———SPDR黄金信托持
仓较上日增加0.53%，持仓量
一度达到839.43吨。

黄金钱包首席研究员肖
磊表示：“金价对美联储的货
币政策走向较为敏感， 但按
照前几次加息期间对金价的

影响，一般都是先抑后扬，即加
息之前金价下跌， 加息消息落
地之后金价上涨。”

黄金生产领域一位资深人
士表示， 相比那些利空价格的
因素， 更多的因素可能支持金
价走强。他预计，未来18个月内
金价有望上涨至1350-1400美
元/盎司。

方正中期研究院院长王骏
则认为， 白银的波动幅度比黄
金大，黄金主要是投资、储存功
能，白银还具备产业功能，在电
子、医疗行业用途广泛，消费需
求比较大，短期来说，他认为白
银的投资机会比黄金要好。

比特币难以复制上涨奇观

2016年全年比特币暴涨
122%， 在投资界所向披靡。融
360分析师认为，美联储加息之
后， 比特币价格的这种上涨奇
迹就很难在2017年再次发生。

分析师表示， 比特币说到
底是一种投机性很强的产品，
如果美联储加息， 意味着更多
的资本将流向稳定且低风险的
美国资本市场， 这会对比特币
的价格造成负面影响。

另外， 央行营业管理部主
任周学东此前表示， 美国证监
会最终拒绝设立比特币交易所
买卖基金的申请， 说明即使在
资本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监
管机构对比特币交易存在的风
险也持审慎态度。 这意味着比
特币炒作式暴涨或难持续。

QDII基金将更受欢迎

业内人士认为， 美联储加
息，从长远来看，最直接的影响
是推升美元指数和美元资产的
价值。 主要投资美国市场的
QDII基金将受到更多关注。

融360理财分析师尹菲表
示， 美联储预计年内还有两次
加息， 美元虽然保持着升值势
头，但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说，美
元的投资理财渠道是比较有限
的， 很多人只是把人民币兑换
成美元然后拿在手里不动，最
多只是购买美元银行理财产
品， 但实际上QDII基金是种很
好的投资海外资产的渠道。

数据显示，2016年QDII基
金的平均涨幅为6.54%，远好于
货币基金的2.61%、债券基金的
0.09%、混合基金的-0.76%、股
票基金的-12.2%。

■记者 蔡平

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基金、比特币等投资理财产品迎重大转折

金价长期看涨，人民币资产或迎蜜月

根据美联储发布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 美联储官员预
计今明两年将各加息3次，与美联储去年12月公布的预测一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警告称， 随着美国逐步收紧货币政
策，美元将进一步走强，这有可能引发全球金融条件大幅收紧，
导致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资本外流加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 随着中国经济稳定健
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绩，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将会增强，今年人民币汇率应该比较稳定。

■据新华社

解读 新兴经济体资金外流或加剧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进老年大学普及金融知识

受益于恒指大涨， 布局
港股的基金也由于业绩抢眼
而成为爆款产品。 以鹏华基
金旗下的鹏华港中小企基金
（501023）、 鹏华香港银行基
金（501025）为例，Wind数据
显示，截至3月9日，两只基金
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分别达

9.06%和6.33%，在79只陆港通
概念基金中排名前列。此外，鹏
华基金也在积极布局港股通主
动权益类产品， 去年12月成立
的鹏华沪深港新兴成长灵活配
置基金， 今年以来累计收益已
达3.11%。

布局港股的基金成爆款产品

关注消费升级投资机会
央视第27届“3·15”晚会以“用

责任汇聚诚信的力量”为主题，消费
权益维护为消费升级营造了良好氛
围，与此同时，我国也已进入消费股
投资新时代。银河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 3月 14日， 消费主题明星基
金———新华优选消费混合近一年净
值增长17.64%，成立以来累计净值
增长168.63%。值得一提的是，该基
金由新华基金投资总监崔建波、新
华基金研究总监张霖共同管理，“双
总监配置” 为该基金的长期投资提
供了可靠保证。据了解，目前公募基
金对消费股的配置， 已经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平， 表明公募基金对消费
主题的长期战略性看好。

景顺长城旗下量化产品全线优秀
随着市场对于量化基金

关注度的提高， 量化基金的
整体规模顺势而上， 整体业
绩表现稳定。 景顺长城量化
及ETF投资总监黎海威指
出， 由于量化模型选股在成
长和价值之间均衡配置，其
优势会逐渐得以显现。 黎海

威本人管理的量化产品近年来
累积了优秀的业绩表现。 据银
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截至2017年3月15日，黎海
威管理的景顺长城沪深300指
数增强基金今年以来净值回报
为7.42%， 在47只指数增强型
产品中排名第二。

华夏基金率先加入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
近日， 记者从联合国责

任投资原则组织了解到，华
夏基金已经正式成为联合国
“责任投资组织” 的签约方，
成为境内第一家参与该组织
的公募基金公司， 公司将承
诺遵照六大责任投资原则，
在环境保护、 社会责任和公
司治理方面持续耕耘， 携手
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和

全球1700家签约机构， 共同推
动责任投资理念的推广和实
践， 与投资人共同分享该领域
的投资效益。海外研究也证明，
秉持责任投资原则可以带来较
高的长期投资回报率， 德意志
资产管理公司和汉堡大学对超
过2200个投资机构进行了调查
研究， 发现ESG对公司财务绩
效有长期的正向作用。

富国强回报申购倒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