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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半年报披露完毕

新兴成长领域被看好

兴证全球基金黄可鸿

查理·芒格认为：投资行为是行
为逻辑最真实的表现。在基金领域，
基民、客户经理愿意持有基金多久？
哪些人更愿意长期持有？ 持有时间
与收益有关吗？ 今年 7 月，兴证全
球基金 FOF 投资与金融工程部开
展了问卷调查，从全国线下 490 份
问卷中一探究竟。

你愿意持有单只权益类基金多
长时间？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能
体现对基金的理解。 如果愿意持有
的时间较短， 往往更倾向于博取短

期收益。 问卷调查显示，整体来看，
约 38%的基民表示愿意持有时间
小于 1 年，约 62%的基民表示愿意
持有时间超过 1年。

为什么要长期投资？
从问卷调查可见， 许多年轻人

还没有做好长期投资的打算。 为什
么“老基民”往往选择长期持有？背
后的逻辑是什么？
①长期投资，可能提升持有体验

更长的持有时间可能带来更优
的投资体验。股市的回报，一定程度
上以波动为代价， 带来短期不确定

性。长期投资，其实是从长期维度去
争取更优投资体验的理性选择。
②基金是时间的朋友

为什么说基金是长跑型选手，
是时间的朋友？ 虽然上证指数 15
年来常常出现 3500 点， 但股票基
金指数、混合基金指数、债券基金指
数的长期表现是整体向上的，近 15
年 来 累 计 增 长 578% 、629% 、
136%,在基金界“奥斯卡”金牛奖
等权威评奖过程中， 也淡化一年等
短期维度，突出三年期、五年期等长
期奖项， 长期业绩更能说明管理能
力。

③震荡市，更应保持平常心
长期投资是老生常谈，但“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如果市场出
现急速上涨，有经验的“老基民”可
能会在别人贪婪时恐惧； 如果市场
处于震荡期， 虽然很难快速看到投
资成效，反而应该保持平常心。对于
当前市场， 上证指数的市盈率为
14.45 倍， 它可以反映整体估值水
平的高低， 目前这一数值低于 15
年前 26.19 倍。 所以不妨以耐心与
平常心看待市场，静待时间的玫瑰。

投资大师彼得·林奇曾说：“不
进行研究的投资， 就像打扑克从不

看牌一样，必然失败。 ”在基金领
域，“长期投资”称得上是从入门小
白晋级为老基民的必修课。 不必怀
疑基金的长期主义， 也不必焦灼于
短期。选择了基金与定投，不妨离短
期市场更远一点， 离长期主义更近
一点。

李锐

进入下半年，A 股市场持续震
荡，市场分化行情日趋明显。 对于后
市， 随着基金半年报的完整披露，基
金尤其是明星基金经理，对未来市场
行情的判断也随之出炉，新兴成长领
域被大家一致看好， 尤其是新能源
车、半导体等领域等被重点关注。

兴全合宜 谢治宇
展望下半年， 国内宏观经济政

策仍会着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 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已有所体
现。 海外方面， 美联储开启 Taper�
预期逐渐加强。在此背景下，我们仍
将坚持自下而上精选个股的投资策
略， 选择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优秀公
司， 同时注重公司短期估值和长期
投资价值的平衡， 努力为持有人带
来稳健的回报。

中欧创新未来 周应波
展望三季度， 我们的观点是

“防范风险，聚焦差异化成长”。 长
期看，我们希望聚焦“差异化的成
长股”：一是聚焦成长股，中国经济
体量大、发展速度快，依然充满发展
机遇，我们希望在看得明白、算得清
楚、 投的放心的新兴成长领域寻找
机会；二是聚焦“差异化”，企业长
期的价值成长来自差异化， 有的差
异化来源于自然资源禀赋、 政策特
许权益， 有的差异化来源于卓越的
管理团队， 企业优秀的财务指标背
后是长期持续的差异化。

从行业来说， 我们继续看好智

能电动车、AIOT 物联网、ARVR
为代表的硬件创新机会， 也期待全
真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软件
应用机会的爆发， 持续关注医疗健
康、品牌消费品等领域。 2021 年下
半年的市场可能依然要震荡调整，
但长期看供给侧质量优化、 需求侧
不断扩张，A 股在未来具备长期向
上的基础。

广发双擎升级 刘格菘
我们依然坚定看好 A�股具有

“全球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资产。在
一季报中， 我们分析了中国制造业
成长的三个阶段， 处于发展第三阶
段的制造业，通过自身的制造成本、
产业链响应、 工程师红利、 研发优
势、企业家精神等，构筑起自身强大
的护城河， 这些企业是未来全球复
苏的重要供给力量， 结合良好的性
价比， 未来依然是本基金配置的主
要方向。我们对 A股市场未来 2年
到 3 年的表现非常乐观，制造业盈
利能力的持续扩张将是我们主要的
关注点， 我们相信性价比较高的
“全球比较优势制造业” 将会在波
动中显现出自身的优势。

易方达中小盘基金 张坤
今年的股票市场， 呈现出对高

成长企业的强烈偏好。 在对企业出
价时，对于第一个因素，投资人愿意
对短期的乐观情况做趋势外推，对
长期盈利能力乐观； 对于第二个因
素， 投资人倾向于认为目前的低利
率会长期维持下去。然而，根据前文
的分析，在未来 3-5 年的时间维度

中， 这两个因素是否能一直维持不
变？对于我们来说，或许需要以更加
严苛的标准来挑选企业， 问一下自
己，如果股市关闭 3-5 年，我是否
还有信心买这个企业的股票。

富国天惠成长基金 朱少醒
展望下半年， 实体经济将面临

的挑战增大。 国内的信用风险是需
要重点关注的宏观信号。 中美之间
的政策博弈有再次加剧的可能，科
技领域、 产业政策或许是博弈的焦
点。 今年上半年的市场风格演绎很
极致， 处于高景气行业的公司估值
大幅抬升， 市场的结构化差异继续
拉大。除了甄选优质的公司之外，估
值考量变得更加重要。 个股选择层
面， 本基金偏好投资于具有良好
“企业基因”，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
管理层优秀的企业。 分享企业自身

增长带来的资本市场收益是成长型
基金取得收益的最佳途径。

汇添富价值精选 劳杰男
我们对整体中国权益市场的发

展仍充满信心， 一方面从很多行业
的趋势发展来看， 不少的优质公司
能持续做大做强， 另一方面持续的
资金流入中国权益市场会是中长期
的趋势，尽管短期会有一定的波动。
从行业发展机会来看， 消费结构的
转型升级、数字化发展趋势、持续的

技术创新进步、 医疗健康领域
的创新技术与服务、 中国制造在全
球产业链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新能
源产业、传统行业的整合等，仍孕育
着很多的个股投资机会。

鹏华消费优选 王宗合
上半年的市场环境，对我们的

投资风格产生了更多的挑战。 有些
板块受国家的产业政策变化的影
响较大，市场对这些板块的预期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给
股价带来了较大的波动。 在新的一
个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全心地去思
考它们在未来的产业生态环境下
可能衍生出来的变化，这种研究很
必要。 未来我们仍将坚持自下而
上、坚持长期投资、坚持价值投资。
我们也会在未来的时代背景下，考
虑各个行业的产业生态环境，对可
能发生的变化做充分的分析，在投
资标的的选择上加大因为产业环
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的决策权重。
未来我们仍将坚持自下而上深度
研究的风格。 我们将努力寻找未来
中长期预期回报比较高的资产，对
我们的组合进行新的一些调整和
补充。

嘉实智能汽车 姚志鹏
今年可能成为非常重要的转

折之年，成为布局未来 3-5 年赢家
资产的关键时刻。 顺应时代趋势、
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宁组合”的关
注度目前正在持续酝酿和提升，目
前可能是布局这类企业的黄金时
刻， 正如 2016 年对于茅指数布局
的意义。 短期看，整车和资源端存
在一定的泡沫，因此围绕着各环节
的核心龙头企业仍然是中期重要
的配置方向。 但我们仍将以“我将
无我”的态度，继续聚焦于发掘下
一个 3-5 年的重大产业趋势和先
锋企业，找到真正的“宁组合”，与
企业长期共同成长。

年轻人定投坚持不到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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