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中国

09 理财 22002211 .. 88 .. 44 星星 期期 三三

编 辑 师 诗 靓

新闻链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并获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滩支行
机构编码：B0139S231000255
许可证流水号：00851001
批准成立日期：2021 年 06 月 23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阳西路578号1
层、582号1层、586号1层、高青西路667弄8号
2层201、202、203、 高青西路667弄8号 3层
301、302、303

电话：021-50772512 邮编：200124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7 月 05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李锐

继发布预告后， 易方达中小盘基金日前
开启持有人大会表决。 8月 2日，易方达基金
发布《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
方式召开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意味者正式投
票表决已经开始，而在此之前，易方达发布的
公告显示，由“公募一哥”张坤管理的易方达
中小盘基金，将以通讯方式召开持有人大会，
会议对该基金产品改名、 更改投资范围等事
项进行投票表决。

表决正式开始
公告内容显示， 本次持有人大会的权益

登记日为 2021年 8月 2日，该日在易方达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均有权参加本次持有人大会的表决。 会议表
决起止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2 日 00:00 起至
2021年 9月 7日 17:00止。基金份额持有人
可以通过网络、短信、电话等方式授权投票，
也可以采用纸质投票方式自行投票。

易方达基金表示， 由于易方达中小盘基
金的持有人数量众多且分散， 为保证持有人
大会平稳有序召开， 易方达基金此前发布了
预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预公告后已经作
出的授权投票依然有效、无需再投。

来自天天基金网的数据显示， 作为市场
里为数不多的明星基金之一， 易方达中小盘
基金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19 日，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其最新管理规模为 287 亿元，堪称
市场“巨无霸”基金。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该基金长期业绩表
现突出，截至 2021 年 8 月 2 日，易方达中小
盘 基 金 自 从 成 立 以 来 累 计 回 报 高 达
939.03%,名副其实的“十倍基”。

另外一点不容忽视的是， 易方达中小盘
基金现任基金经理是张坤，自从 2012 年 9 月
28 日接手该基金以来，任职期间累计回报超

过 600%，而作为市场公认的“公募一哥”，张
坤目前共管理 4只基金，总规模超过 1344亿
元，这在目前整个公募基金行业排名第一。

来自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二季度末， 易方达基金非货基管理规模
超过 1.2万亿元，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非货
规模超过万亿元的基金公司。

审议两大事项
对于此次持有人大会，主要审议的事项，

之前的公告已经进行披露，主要包括两项，即
更名、变更投资范围。

根据公告显示，首先一项是“易方达中小
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将更名为“易方达
优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次，将扩大投资范围，在仍主要投资于
A股的基础上增加港股， 其基金投资组合比

例相应调整为：股票（含普通股、优先股、存托
凭证等） 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60%
-95% ；A 股占股票资产的比例为 50%
-100%， 港股占股票资产的比例为 0-50%，
其中港股通股票占股票资产的比例为
0-50%， 港股通以外的中国香港市场挂牌交
易的股票占股票资产的比例为 0-20%。

据悉，在此次易方达中小盘基金变更后，
张坤将继续担任基金经理， 核心投资理念不
变；持有人原持有的份额不变，基金份额的持
有时间延续计算，基金代码（110011）也不
变。

需要提醒投资者的是，早在 2 月份，易方
达中小盘基金已经暂停申购， 而此次持有人
大会期间，中小盘基金继续正常运作，可正常

办理赎回，但仍然暂停申购。

张坤发信望支持
就在预告发布的当天， 易方达基金官网

也发布了张坤写给投资者的一封信。
就在这封信中， 张坤向持有人阐述了此

次的“变”与“不变”，并表示，在新基金合同
下， 希望能尽可能地把经过长时间研究积累
的认知水平投射到组合上。 长期来看，尽量找
到更多的高质量公司， 有助于为持有人构建
一个更加平衡、风险收益比更佳的组合。

在信中，张坤希望，能够通过对接优质上
市公司股权来改善普通人的生活， 助其跟上
中国经济和财富快速前行的列车。 最后，张坤
表示希望能得到各位持有人的投票支持。

而从易方达中小盘二季度报告来看，目
前股票仓位仅 70.36%， 而该基金从 2017 年
三季末以来，股票仓位就没有低于 80%，且很
多时候都是位居 90%以上。最新季报显示，易
方达中小盘前五大重仓股是通策医疗、 贵州
茅台、恒生电子、华兰生物、天坛生物，相比一
季度末前十大重仓股名单也没有变化。 二季
度主要是减持了贵州茅台、五粮液、通策医疗
等，但是加仓了华兰生物、恒生电子等。

张坤在易方达中小盘季报中写道， 该基
金在二季度股票仓位有所下降， 并对结构进
行了调整，降低了食品饮料等行业的配置，增
加了计算机等行业的配置。 个股方面，依然长
期持有商业模式出色、行业格局清晰、竞争力
强的优质公司。

近期股市出现震荡调整， 但我国权益市
场的长期发展趋势并未改变。 全球正处于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程中， 在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 随着我
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 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实施、多层次资本市场形成，我国企业的创
新活力和竞争动能将持续增强。

易方达中小盘基金开启大会表决
“公募一哥”张坤发信希望得到支持

数据显示，截至 7月 31日，年内共有 68家基金公司申购自家基金合计 201 次，申购基
金数 309 只（各份额分开统计），净申购额 27.15 亿元，较 2020 年同期时的 22.5 亿元同比
增加 20.67%。 今年基金公司自购的基金绝大部分为新发基金，大多都是在其成立时申购。

与往年的多数情况下债基自购占大头不同的是，2021年以来的基金自购大多发生在权
益类基金中。 据统计， 年内基金公司自购股票型基金合计 6.5 亿元， 自购混合型基金合计
12.49亿元， 权益类基金自购金额合计达 18.99亿元， 占比达 69.94%； 年内自购债券基金
7.95亿元，占比近 3成。

从单家基金公司自购规模来看， 有 6家基金公司自购超过 1亿元，13家自购金额超过
5000万元。

其中自购金额最大的公司是建信基金，尽管截至 7 月末该公司仅自购两次，但是自购
金额却已高达 2.8亿元。 自购规模排名第二的是天弘信基金，年内共用自有资金 2.4亿元申
购旗下只基金。 此外，南方基金、国泰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富国基金等 4家公司自购金额也
超过 1亿元。

基金自购超过 27亿
兴证全球基金赵子罡、黄可鸿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克制自己的
私欲，修正自己习性的上缺点，而后努力达
到至高境界。 其中，“克己” 或许也是在
投资中值得推崇的道理，克服贪婪、谨慎选
择，战胜恐惧、长期持有。化用此言，克己复
“利”争取的是通过长期投资，静待时间的
玫瑰盛开。

耐住寂寞，守住繁华
巴菲特遵循的价值投资有两个核心：

一个是寻找投资标的，即为不断成长、有美
好未来的公司；另一个，就是在时间的力量
下慢慢成长。寻找优秀投资标的好似“毕其
功于一役”，细心挑选，长期持有，就有机会
陪伴公司一同成长。

这两种核心并不是相互对立， 而是相
辅相成的，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 价值投资
是中长线的投资方式， 即便是选择优秀投
资标的，也需要花漫长的时间试错，建立自
己的理论体系，深入研究商业模式，进行合
理的估值，预留出足够的安全边际，耐得住
“远离市场”的寂寞，才可能有机会获得公
司成长的红利，因此才有“四十岁之后才懂
价值投资” 的说法。 所以对普通投资者来
说， 可行的其实是在优秀标的中争取长期
回报。

长期投资思维：当投资照进生活
投资最重要的元素莫过于时间的力

量。 对于投资者来说，长期投资思维能
在投资中为我们有效积累财富，而想获
得长期投资收益需要牢记以下几点：

·拉长战线，加长坡道
·牢记风险，减小回撤
·坚定持有，谨慎致远
而在生活中，“克己”与长期的思维

更是有对我们人生的启迪：
·拒绝透支：金钱、财富、人脉、健康

……一点微小的透支可能被时间放大成
巨大的损失。

·有大局观： 找到目标， 选对赛道，
坚定努力，今日的细微投入可能在未来
带来巨大的收获。

对于“股神”巴菲特来说，投资只有
三个选项：

第一，可以投资；
第二，不能投资；
第三，太难理解。
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

只投“能理解”的项目，就一种极致“克
己” 的体现。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种
“克己”体现为战胜自己的心魔 ，理性
投资，坚定持有，而最终或许就能获得
丰硕果实。 但是坚定持有并不等于教条
主义地不发挥任何主观能动性，而是坚
守初心，并根据市场进行合理的动态调
整。

现在的小小雪球最后会成长到何种
程度，相信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想想复“利”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