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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唐代诗人王
之涣的名句"寓意着望远必先登高"要取得成
绩就需要不断进取$ 投资基金也正如此$

洞察先机 "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 $ 睿智
筹谋 "掌握有利时机顺其道而行之 "方可有
所成就 $ 纵观中国基金业过去十年的发展
史 "也正是一部! 十年创新史 %$ 从封闭式基
金到开放式基金 "从激进型基金到稳健型基
金 "从指数型基金到债券型基金 "无一不是
创新的成果$

倘若在基金业内谈到创新"绝对不能少了
以! 锐智伙伴%为品牌定位的华安基金管理公
司$ 十年前"华安是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的第
一批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

年"华安推出国内
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

$%%'

年"还
是华安第一个推出中国首只海外投资基金

()**

华安国际配置基金))华安始终保持着永不
满足的开拓激情$

如果说创新是登高望远的进取精神"那么
强大的营销实力就是不断攀登前进的动力
和基础 $ 华安开创的基金电子商务是我国
基金电子直销的首创者 " 被媒体称为崛起
中的基金营销* 第三种模式 #"并获得了* 首
届中国优秀基金网站评选 # 的最佳基金网
站奖 +最佳电子商务体验奖等多项电子商务
行业大奖$

洞察先机"以智慧谋求财富"有效掌控市
场主动权"顺应趋势造就业绩"让基金公司和
投资者共同分享胜利的果实$ 融合了杰出的创
新精神和强大的营销实力"华安将始终作为投
资者的* 锐智伙伴%" 秉承洞察先机的睿智策
略"为帮助投资者把握成功的投资机会而不懈
努力,

+

上周"不少金融网站都弹出了这样一条
新闻"讲的是水皮在某售楼活动上放出* 奥
运行情正式启动 最佳入场时机到来# 这样
的言论$ 一时间"又让不少投资者重拾信心$

从
'

月中旬开始" 奥运概念股纷纷走出
一轮反弹行情"但上证及深证股指均没有出
现大幅反弹"这也让奥运行情是否能够出现
成为市场目前的一大谜团$ 然而不少投资
者"却已信心满满"等待奥运行情带来的井
喷效应$

曾几何时"* 奥运行情#被引入到每场理
财报告会中"几乎所有的基金经理+理财师
都对它有着说不完的话题"由奥运概念而带
来股市上涨" 其实本就不是什么新鲜概念$

两年前股市转暖飙升时"它就是很多人期待
的焦点"而当年喊出* 万点不是梦#的股民"

瞄准的正是奥运给股市带来的有力助推$孰
料股市在一年间就面目全非"* 万点可期#早
已没人提起"而奥运行情也从* 锦上添花#变
成了* 雪中送炭#$ 上市公司的中报预增"也
为奥运行情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工商银行+

浦发银行等金融股报优"逾半数上市公司大
幅预增" 让奥运行情的出现有了更大空间$

正如水皮提出的奥运期间" 市场将相对稳
定"同时应该不会出现引发市场大幅震荡的
政策$

但也有异议$腾讯一匿名网友就发表评
论-* 虽然我已经几次被套"越套越深"但还

是忠告小股民"有钱放在自己口袋安全点"别相
信任何人, #不难看出"他代表了大部分股民的
心声$股民也害怕了"这么多次的等待换来的仍
是迷离的行情" 股民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奥运行
情的追逐中$

客观地说"* 奥运行情# 只不过是投资者对
短期行情的预期$大家对相关行业的关注"让上
市公司股价一路飙升"但没有业绩支持的上涨"

总会显得异常短暂"行情无论涨跌"都会有人赚
钱有人赔钱$ 在离奥运会开幕还有半个月的时
间里"我们与其把宝都押在某一点上"不如稳扎
稳打盯紧自己熟悉的行业和板块" 相信只有行
情稳定"才是大家的心愿"才是股市对奥运的最
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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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行情 几多欢喜几多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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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理财如何防范风险

随着社会财
富的不断增长 "

家庭理财已逐步
成为一门新兴的
实用科学0 家庭
作为多个成员组
成的整体" 理财
目标较为复杂 "

需要顾及的问题
也更多"因此"家
庭理财应以稳健
策略为主" 风险
控制尤为重要$

股票是一种权益性投资" 买某个公司的
股票实际上是买入该公司的资产" 股票的涨
跌除决定于公司业绩及发展前景外" 还受到
国家经济环境+ 国家行业政策+ 国家宏观调
控+一定时期市场资金多寡+人们心理因素等
影响"其价格涨跌起伏不定"变幻莫测$ 从去
年
&"

月份开始的这波熊市让许多投资者在资
产缩水承受经济损失的同时" 心理同样经历
承受极限的煎熬$

对于那些追求资金收益较高且风险很低
的保守型投资者和稳健型投资者来说" 寻找
到一种资金安全并可持续增长的投资产品是
比较理想的$ 实际上"随着这两年民营经济的
飞跃及国家鼓励民间融资借贷的发展" 该类
型的投资者可以考虑投资担保(((风险趋于
零而收益较高的新型投资产品$

投资担保是指企业或个人将闲置资金借
贷给经过像弘鑫担保这样的正规担保公司的

严格考察+审核"以房产+汽车或者其他资产做
抵1 质2押"具备较强还款能力的借款人3 弘鑫
担保对借款人资金使用及还款情况全程监控
并提供全程担保"是出资人获得安全+较高收
益的一种新型投资方式$

投资担保采用抵押+担保+公证三重保障和
三天代偿机制"让客户资金风险趋于零"而资金
年收益稳定在

&$,-./0%',

之间$ 比起股市投资
让人心惊肉跳"投资担保就显得安全稳健得多$

+

基金经理变身客服专员
与持有人沟通市场玄机

受近期市场拖累"基民资产大幅缩水$ 很
多基金公司通过各种方式与投资者交流 "将
健康的理财观念传输给投资人$ 泰达荷银! 有
话大声说(((基金经理外呼热线% 活动昨日
正式开始$ 泰达荷银行业基金经理及合丰周
期基金经理"于昨日

.1

时至
.2

时与基民进行了
电话交流$

两小时内" 两基金经理共致电
.3

位泰达荷
银基金持有人$ 很多人在与基金经理通话时"

超过了规定的
.1

分钟$

因市场一路下跌"部分持有人表达了对于
市场的担忧$ 泰达荷银基金经理表示"目前的
估值水平已进入较为合理的区域"很多股票已
具备了很好的投资价值$ 泰达荷银将更加关注
那些基本面良好+成长确定性强+与宏观调控
和周期类关联度不大+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密
切相关的行业和个股$

除了沟通市场观点"泰达荷银基金经理还
帮持有人进行理财梳理" 建议那些恐慌的持
有人保持理智的态度$ 此外"泰达荷银基金经
理还建议那些同时持有

4%

多只基金的基民把
手中持有的基金数量减到

1

只以下"理论上讲
持有

1

只左右的品种已可将非系统性风险降到
很低$

泰达荷银总经理缪钧伟表示"! 有话大声
说(((基金经理外呼热线%是泰达荷银! 合赢
4%%3

%投资者服务系列活动中针对持有人所做
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4%%3

年年底之前"每
周三下午都会有两位基金经理致电持有人$ 希
望借此机会拉近和持有人的距离" 并将正确
的+健康的理财观念通过与基金经理直接沟通
的方式传导给基民$

+

担保知识专栏之八-

投资担保让资产安全稳定增值

华安基金理财之二十九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 锐智伙伴%助你洞察先机

中国光大银行

理财大讲堂

金融理财领域素有! 家庭理财莫入股市%之说"其表
达的意思是作为稳健风格的家庭理财" 要谨慎涉及高风
险的投资品种$ 投资之前"必须对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做
有效的评估"制订相应的理财方案"并严格遵照执行$ 在
这方面"家庭理财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与约束"切不可心
存侥幸"理性往往泯灭于! 再赌最后一把%的心态中$

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不
但各个成员需要消费开支"更有不少集体性的开支项目"

此外还会有许多临时性的紧急支出或意外支出$ 因此需
要做个家庭理财的现金管理规划" 首先需要保证留有一
定额度的紧急备用金" 一般来说是家庭月平均支出的三
至六倍& 其次在建立投资组合时充分考虑资金流动性与
安全性"比如投资品种的期限+波动率+能否在急需资金
时进行质押贷款等等"而后进行合理的搭配$

利率风险来自于两方面" 一是投资利率风险" 例如
4%%'

年
5

月"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
46147

"张先生于此时
购买了为期三年的凭证式国债"年收益率

8685,

"但是到了
4%%2

年年末"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升至
96.9,

"张先生的
投资却还有近两年才到期$ 因此在加息通道中"投资理财
的期限应以中短期为主" 防止因基准利率上升而被套牢&

二是债务利率风险" 家庭办理较大额度贷款时要量入为
出"合理选择贷款产品与贷款期限"尽量选择固定利率贷
款方式"锁定贷款成本"防止因利率上调而增加利息支出$

在这里我们借指那些与投资技巧+ 市场情况无关
的因素对家庭理财造成的风险"例如-投资骗局$ 我们
常常能够在媒体上看到各式各样的投资骗局被曝光"

而受害者往往就是普通的家庭$! 投资有风险%"! 天下
没有免费的午餐%"记住这两句话"就可以一眼看穿最
精巧的投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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