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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超4000只！三招选出
“
牛基”
提醒：可以参考基金的历史业绩，别只看近几个月收益，最好跨越熊牛周期

立体式阻击“黑钱”入市
方正证券开展“
三反”宣传
本报12月6日讯 方正证
券近期启动了“加强账户管理、
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
税监管体系”主题宣传月，活动
时间为11月20日至12月20日。
截至今天，宣传活动过半，已取
得了良好效果。

全方位宣传“三反”

刚刚工作不久的白领郭晓
晓省吃俭用攒下了四万元。本着
“理财要趁早”的理念，她今年购
买了两只基金。
“我有个小目标， 希望通过
理财收益让自己在买高端品牌
的衣服和护肤品时不那么肉
疼。”郭晓晓告诉记者，余额宝和
银行理财的收益率太低，股市自
己又搞不懂，所以选择买基金。

公募基金已突破4000只
然而，统计显示，目前市场
上的公募基金数量已经突破
4000只。从海量基金里挑出几只
心仪的，可比挑衣服难多了。
郭晓晓最终用两万块钱分
别买了两只基金，小半年的时间
收益分别是20%和-10%。 虽然
总体收益基本让郭晓晓完成了
自己的小目标， 但她坦言有点
“选择焦虑”。这种焦虑其实很多
投资者都有，这么多基金到底该
怎么选呢？
在选择之前，不妨先来看看公
募基金市场的整体情况。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10月底，我国境内共有

基金管理公司113家，管理的公募
基金 资产 合 计11.34万 亿 元 ， 与
2016年底相比，增长超2万亿元。

选哪种基金？看风险偏好
市面上基金类型大不同，记
者了解到，各类产品分别适合不
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货币基金、短期理财基金风
险小，流动性好，是投资者闲散
资金的管理工具，但收益率只能
和余额宝、银行理财差不多。
股票型基金、混合偏股型基
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市场，适合于
高风险、高收益偏好的投资者借
“基”布局股市。
QDII类产品比较“洋气”，为
谋求布局海外投资的投资者提
供了渠道。
指数类基金跟踪某一标的
指数，获取指数上涨带来的长期
收益，适合投资者进行定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公募
新丁”， 就是公募
基金市场添了“
FOF产品。这类产品由基金经理在
全市场精选好“基”，投资范围广，
满足投资者配置各类资产的需求。

提醒
考察基金业绩时
要兼顾牛熊周期表现
在投资之前，还要好好
了解一下这只基金的“前世
今生”。 业内人士提供三个
选基小窍门： 一看基金业
绩，二看基金经理，三看基
金报告。
看基金业绩就是把历
史业绩作为参考依据。但眼
光别就盯着最近几个月，最
好能跨越熊牛周期。
如果你买的是主动管
理型基金，那就一定要本着
八卦的精神去扒基金经理
和他背后的团队，注意了解
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
基金的季报、 半年报、
年报可以透露出这只基金
的证券组合、 持仓轻重、持
仓行业比重等，大致可以看
出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
■据新华社

广发银行斩获《环球金融》杂志最佳交易银行服务奖
11月21日，由国际权威媒体
《环球金融》 杂志 （Global Finance）主办的2017年度“中国之
星”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广发
银行凭借在交易银行方面的卓
越表现，获评2017中国之星最佳
交易银行服务奖，成为交易银行
领域唯一获奖银行。这也是广发
银行继2016年获得最佳跨境贸
易结算银行后，二度获该杂志颁
发“中国之星”奖项。
《环球金融》 杂志是美国著
名金融类杂志，以发布各类金融
机构排名著称， 读者遍及163个
国 家 ， 其 读 者 群 主 要 为 CEO、
CFO、财务总监等企业高级管理
人员，在行业内较为权威。“中国
之星”是《环球金融》杂志专门针
对中国市场设立的年度评选，通
过对业务规模、 市场覆盖率、营
业增长、产品创新、个性化服务、
科技投入等多个指标的考核，综

合筛选出公司金融、个人金融等
领域表现出众的金融机构。广发
银行此次获评最佳交易银行服
务奖，是业界对该行在交易银行
领域多年深耕细作的肯定。
2012年，广发银行便在国内
银行中首家建立起总部级交易
银行架构，在总行建立起交易银
行一级部，同时在分行建立专门
的交易银行部/团队， 确保总分
支全条线的交易银行服务。
通过5年的发展，广发交易银
行业务半径已横跨贸易融资、现
金管理、支付结算、供应链金融、
跨境金融、互联网金融、对公移动
金融等众多领域， 构建起包含企
业网银、 现金管理系统、 银企直
联、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电话银
行在内的全渠道系统， 实现从线
下到线上，从人工到智能，从pc到
移动端的专业服务， 可围绕企业
全流程交易，灵活变换业务模式，

提供结算、 融资与财资增值于一
体的全套金融服务方案。
据介绍，该行专家型的产品
研发、营销及单证团队，保证了
产品研发贴近市场前沿。 近年
来， 该行快速孵化出在线供应链
金融秒级出账、工商e线通、跨境
瞬时通、慧招标、慧收款等业内爆
款产品， 并成为国内首家提供企
业网银全自动结汇银行， 创新效
率与服务能力业内领先。 针对企
业个性化需求， 该行专业服务团
队还可进行定制式研发， 提供产
品方案设计、系统上线及使用、功
能个性化开发、 技术跟踪支持等
一条龙贴心服务。此外，该行早于
2009年实现了单证操作大集中，
是目前集中范围最广、 集中产品
最齐全、集中流程最完善、团队
专业化程度高的银行，在国内同
业中居领先地位。
■肖华
经济信息

今年9月19日，中国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发布了关于继
续深入开展反洗钱宣传活动的
通知。收到通知后，方正证券迅
速组织宣传月活动。
据记者了解， 方正证券总
部及分支机构通过公司网站、
微信公众号、QQ群等载体，组
织开展了微信线上问答等多种
形式的反洗钱宣传活动， 寓教
于乐，参与人数众多，取得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
此外，方正证券各分支机构
在营业网点、街道社区也实地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反洗钱宣传月
活动，除了在营业网点张贴或发
放《反洗钱法》颁布实施十周年
宣传标识、海报、折页和反洗钱
知识普及宣传册，还通过营业网
点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宣传主题，
以提升公众反洗钱意识。
方正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
“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
（以下简称
“
三反”）根本目的是为
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本次反洗钱宣传是为了提高
“
三反”意识，引导公众理性认识
和理解金融机构为开展“
三反”
工作而采取有关客户身份识别
和交易管控措施的必要性，增强
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立体式阻击“黑钱”
实际上， 为贯彻落实中国
人民银行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
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三号令”），方正证券不
仅在宣传“三反” 方面下了功
夫，还从完善公司反洗钱制度、

增加反洗钱专业人员、 升级反
洗钱监测系统、 加强反洗钱培
训等方面采取多项措施， 不断
提高可疑交易监测和上报的有
效性，多方面阻击“黑钱”进入
资本市场。
据上述负责人透露，今年7
月， 新反洗钱监测系统正式在
方正证券及民族证券统一上
线， 通过对经纪业务柜台系统
客户采取以证件类型加证件号
码的管理方式， 实现了对同一
客户开立多个账户统一编号，
有效解决了不同账户间的信息
冲突问题。
此外， 方正证券还专职配
备了反洗钱人员， 完善反洗钱
工作架构， 由各分支机构柜台
岗负责所在机构可疑交易初步
解释工作。同时，方正证券还设
置了区域合规人员， 对其所辖
区域内分支机构的反洗钱工作
进行指导。
除了以上措施， 方正证券
还通过下发制式培训课件、现
场培训等方式， 组织反洗钱领
导小组成员、 总部部门及营业
部全体员工，对“三号令”及配
套制度进行了学习。
业内人士表示， 方正证券
作为全国首批综合类券商，积
极落实“三反”相关政策，形成
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同时也为
自身树立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
企业公民形象。 ■记者 黄文成

方正证券温馨提示
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
税工作， 对维护金融体系的稳
健运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
义。 投资者到金融机构办理业
务时，如实填写姓名、性别、职
业、住所地、联系方式等身份基
本信息，提供真实、合法、有效
的身份证件， 配合金融机构做
好客户身份识别，不出租、出借
账户，方能远离洗钱陷阱。

三方合作共赢，携手服务“三农”
近日， 中国银行长沙市赤
岗支行、 正大集团湖南区与湖
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举
行三方合作签约仪式， 三方将
发挥各自优势，开展“益农贷”
业务合作。
此次三方签订合作协议，将
依托庞大的养殖户网络，在积极
关注养殖户发展需求的基础上，
凭借中行强大的专业优势为客
户提供高效率的授信，解决养殖
户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益农贷”是中国银行专门
面向从事种植业、 畜牧养殖业
等农村产业链的个体经营户发

放的， 用于解决其经营过程中
资金需求的个人经营性贷款。
该产品是面向庞大的“三农”客
户群体推出的专项个人贷款产
品，具有额度充足、审批放款效
率高、费率低等优势。
据悉， 中国银行作为助力
农业发展中的“金融先锋军”，
积极贯彻中央惠农政策， 创新
推出“益农贷”、“小微企业贷”、
“福农卡分期”等一系列特色金
融产品， 为助推农业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通讯员 黄旭亮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