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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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从郭晓晓买的两只基金表
现上可见一斑。她同样用两万块
钱分别买了两只基金，在持仓的
小半年时间里，表现好的一只收
益率超过20%，而表现差的一只
不仅没赚还让她赔了近10%。

虽然总体收益基本让郭晓
晓完成了自己的小目标，但是
面对这么多基金，她坦言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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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分几
步说说。

第一步，不妨先来看看公
募基金市场的整体情况。中国
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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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随着大家收入的增
长，理财需求也越来越旺盛。公
募基金市场的壮大也给了“郭晓
晓们”越来越多的投资选择。

第二步，基金类型之间大
不同，一定要弄清楚什么类型
的基金适合自己。记者从建信
基金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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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晓买的两只
基金就属于混合偏股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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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基金市场添了“新丁”，就是公
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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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刚入门基金投资的
投资者提供了新的选择。

第三步，在“真刀真枪”地投
资之前，你还要好好了解一下这
只基金的“前世今生”。三个选基
小窍门送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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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短、中、长
期业绩结合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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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看看他的历史业
绩、从业经验等。

基金的季报、半年报、年
报，这是第一手干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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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这些数据仅代表历史，不代表
未来的持仓，但大致可以看出
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

说一千道一万，买基金不
仅是一件需要大家花精力调查
研究的事情，也是一件需要坚
持的事情。建信基金专业人士
提醒，“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基金投资也不会“一夜暴富”，
只有坚持长期投资，才能看见
资产增值带来的回报。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时至年底，分级A
纷纷开始发布公告调整约定收
益率。对此，业内人士指出，目
前有一些分级A的收益率还维
持在6%的水平，相比货币基金、
银行理财产品仍有一定吸引
力。

年底是密集调整发布期
分级A的约定收益率又到

了一年一度的集中调整期。富
国中证工业4.0指数分级基金
发布公告称，富国工业4.0A份
额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同期
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税后）+3%”。鉴于2017年
12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
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
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因
此 2017 年 12 月 2 日起至下一
个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期间，
富国工业4.0A份额适用的约定
年基准收益率为4.5%。

除了富国基金旗下富国工
业 4.0A、富国中证煤炭 A、富国
体育A发布约定年收益率调整
公告外，建信、东吴、中欧、银
华、海富通、长盛、信诚等多家
基金公司也在12月以来陆续发
布了分级A年约定收益率调整
公告。

华泰联合分析师对记者表
示，一般来说，A类基金的约定
收益率多为一年期定存在2%-
4%的区间，目前基金契约显示
多为3%。

从12月份公示的年收益率
来看，分级 A 约定年收益率从
3.4%至6.5%不等，债券型分级A
基 金 年 约 定 基 准 收 益 率 在

3.4%-4.5%之间，而股票型分级
A约定年收益率在4.5%-6.5%之
间。相比今年债市的低迷行
情，这一收益率对机构资金更
具吸引力。

一位公募基金经理指出：
“不少分级A设定年末年初，比
如每年1月1日为定期折算日，
分级基金到期后A、B份额都按
照净值折算为母基金，分级A一
般也会按约定年基准收益以1
元为基准，这就需要重新设定
分级A的年约定基准收益率，年
底也就成了分级A调整年约定
收益率的密集发布期。”

可选择折价较多的产品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仍有

一些分级A类收益率在6%水平，
虽然较前期有所下滑，但相比
货币基金、短期理财基金、银行
理财产品仍有一定吸引力。

据Wind 数据显示，截至昨
日，146 只约定收益的分级 A
一年平均收益率为 4.83%，其
中，易方达中小板指数 A 一年
期收益率达 7.04%，富国中证
煤炭 A、中航军工 A 等 6 只分
级 A 同 期 收 益 率 也 在 6% 以
上。债券分级 A 收益率也相
对具有竞争优势，数据显示，多
利优先以5.03%年收益率位居首
位，招商可转债A、银华中证转
债A等4只债券分级A收益率皆
超过4%。

相对于货币基金更具有竞

争力的投资收益，相对于分级B
更为平稳的收益特点，使得分
级A也受到保险等机构投资者
的青睐。2017年基金半年报数
据显示，分级A的机构投资者占
比高达68.34%，比2010年分级
基金发展初期大幅上升了36个
百分点。

分析人士指出，分级A是相
对低风险的投资品种，而且优
先份额在收益率上也有竞争优
势，今年股票分级A收益率超过
了货币基金收益率，而债券分
级A是可以超过债市表现获得
正收益的。“对于折溢价套利的
投资者来说，在相同约定收益
的品种里持有折价较多的分级
A就可能得到一定收益。”

分级A扎堆调整年约定收益率
6%的收益率仍有吸引力

■关注

分级A是相对低风险的投资品种，而且优先份额在收益率上也有竞争优势。 青年报资料图

超4000只公募基金 该如何选？

美国知名投资银行美银美林
5日举行全球经济年终展望会，发
布2018年全球经济十大预测，对
全球经济整体形势表示乐观。

一、标普500指数将继续上
涨。预计标普 500 指数将于
2018年底达到2800点，但期间
可能会遭遇10%甚至更高幅度
的回调。

二、全球经济稳健增长。预
计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
3.8%，高于2017年的3.7%，大部分
经济体都将呈现加速增长态势。

三、美国经济加速增长。预
计 2018 年 美 国 经 济 将 增 长
2.4%，高于2017年的2.2%，明年
美 国 失 业 率 将 进 一 步 降 至
3.9%。税改方案将令 2018 年、
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提高
0.3个百分点。

四、全球通胀水平将有所回
升。2018年底、2019年底美国核
心通胀率将分别涨至1.8%、2.0%；
欧洲通胀水平也将轻微上升，预
计明年底核心通胀率会达到
1.2%，仍低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

五、新兴市场投资回报率下
降。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欧洲
央行逐步退出货币宽松等因素，
都将影响新兴市场债券、股票等
市场的投资回报，地缘政治风险
等也会增加新兴市场不确定性。

六、美联储升息步伐或超预
期。市场可能低估了税改方案
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明
年一季度美联储加息节奏可能
进一步加快。

七、外汇市场波动增强。美
联储加息及税改导致美元回流
等因素将推高美元，预计明年一
季度美元指数有望触及97的高
位。但全年看，受全球央行政策
变化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
响，美元指数将会出现较大幅度
波动。

八、大宗商品市场稳中有
涨。美联储加息及美元升值将
对国际油价走势造成下行压力，
但全球需求增长及产量控制将
抵消这一不利因素，明年年中伦
敦布伦特油价预计将涨至每桶
70美元左右。

九、信贷息差收窄。全球信
贷市场基本面趋势不尽相同，并
不存在单一的全球信贷周期。
对美国而言，由于信贷市场需求
旺盛，预计2018年上半年信贷
息差会收窄；由于量化宽松和负
利率，欧洲市场信贷息差预计将
连续第二年收窄。

十、美国股市投资回报将继
续强于债市。预计2018年美国股
票市场投资回报将连续第七年强
于债市，将创1928年以来新高。

美银美林全球经济研究主
管伊森·哈里斯表示，总体来看，
美银美林对2018年全球经济增
长保持乐观，大部分主要经济体
都会呈现出高于趋势增长、温和
通胀态势。

他同时表示，在2018年全
球经济下行压力方面，地缘政治
风险、贸易保护主义、通胀超预
期增长是最值得关注的三大风
险。 据新华社电

美银美林乐观预测
2018年全球经济

刚刚工作不久的郭晓晓省吃俭用攒下了四万块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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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比小目标差得有点远，股市自己又搞不
懂，所以选择买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