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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全面布局养老领域

南方基金10月15日发行
了南方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
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募集时间截至11月2日。

南方基金将服务养老作
为公司战略布局当中的重中

之重，深耕养老金投资服务
16年，至今囊括社保基金、企
业年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三大重量级管理资格，成为
拥有养老金投资管理业务全
牌照的基金公司。

南方基金黄俊：

金融资产具有明显投资价值
南方基金打造的南方

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于1 0
月15日至11月2日正式发售。
拟任基金经理黄俊日前表
示，市场周期性的波动不会

抑制权益资产价值的表现，
高等级债券市场也会有不
错的表现。对于投资者来
说，中国金融资产是相对不
错的养老资金储备配置方
向。

融通研究优选即将发行重点配置战略性资产

据融通基金公告，将于2018
年10月26日-2018年11月30日发行
融通研究优选(006084)。

记者了解到，该基金主要
布局战略性资产，即处在大行
业、处于龙头地位、未来市值
空间大的头部企业。该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为张延闽和何龙，

其中，张延闽为融通基金权益
投资部总经理，何龙为融通基
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延闽向
记者表示：“近期国务院副总
理刘鹤和‘一行两会’领导直
面回应股票市场、国进民退等
核心问题，市场情绪得到有效
提振。初步判断，政策底已出

现，经济底与市场底正在接
近，战略性资产或迎来极佳的
配置时机。”

张延闽青睐的战略资产即
大行业、龙头地位、未来市值空
间大的上市公司。具体来看，张
延闽认为后市消费、金融、科技
三大领域存在投资机会。

威海市蕴藏着丰富的红色
文化，南黄中心学校利用红色
资源，打造红色文化，开展主题
教育活动。

学校利用在教室、走廊、宣

传栏等醒目之处制作了红色文
化标识牌，又通过唱红歌、观看
红色影片、讲红色故事等活动，
使校园真正成为具有红色文化
的校园。

通过全方位的红色文化教
育，使同学们在理想、意志等方
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更加
懂得爱国奉献的精神，时刻激
励自己努力向前！ 陈丽君

南黄中心学校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

为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
促进学生良好学风的养成。南
黄中心学校以“晨读午写”为抓
手，组织各班充分利用晨读和
午写的时间，鼓励学生积累优

美语言，提高书写质量，将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学生
的日常教育中。

通过规范“晨读午写”活
动，南黄中心学校形成了人人

好读书，生生写好字浓郁的学
习文化氛围，极大了促进的学
生个性化的发展，有效推进了
小班化教育的开展。

许国富

南黄镇中心学校抓实晨读午写 有效开展小班化教育

转暖信号频现A股迎布局期 银华尊和养老11月5日起发行

“入摩”之后又“入富”
借道新华MSCI中国A股国际ETF基金享红利

海外资金对于A股的热
情正在逐渐增加。继今年6月
A股成功纳入MSC I指数后，
2019年6月起，A股将纳入富时
全球股票指数体系。业内人士
表示，纳入富时指数预计给A
股带来的短期资金流约为170
亿美元。随着海外资金持续流

入，外资对于A股的定价权逐
步加强，其青睐的价值蓝筹股
投资机会突显。正在发行的新
华MSCI中国A股国际ETF聚
焦于大市值蓝筹、行业龙头，
投资者可借道该基金分享海
外资金持续流入带来的投资
红利。

据了解，新华MSCI中国A
股 国 际 E T F 主 要 被 动 跟 踪
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该指
数覆盖A股“入摩”后被加入到
MSCI中国指数A股的部分，共
计418只成分股，并完全覆盖了

“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的
全部成分股。

A股“入摩”比例有望升至20%
建信基金多只受益指基值得关注

近期以来，A股持续震荡
调整，业内专家表示，海外资
金的持续流入带来重大投资
机会，投资者不妨借助相关受
益产品进行布局。作为国内大
型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建信基
金已构建起较为完备的指数

产品线，旗下建信MSCI中国
A 股国际通E T F、建信上证
50ETF、建信创业板ETF三只
基金及其联接基金受益于A
股“入摩”比例有望提升这一
利好，未来表现值得期待。

建信基金是业内较早布局

指数领域的基金公司之一，目前
已为投资者打造出一批优质的
指数基金产品，包括有被动指
数、指数增强、交易型三大类型，
覆盖大中小盘、特定行业主题等
指数标的，能够较好的满足投资
者的指数投资和资产配置需求。

近期政策和监管层方面利
好频现，A股市场也出现积极
转暖的迹象，万众瞩目的养老
目标基金迎来了入场的好时
机。据了解，银华尊和养老目标
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代码：006305)即将于
11月5日开始在中国建设银行
等机构发行。该基金着眼长期
投资，力图通过资产配置、封闭
设计、下滑轨道三大策略联动，

有效应对市场波动，取得战胜
通胀的稳健收益，为投资者未
来养老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据了解，银华尊和养老
目标日期2 0 3 5为目标日期策
略基金，针对现年35-40岁左
右、预计在2035年前后退休的
人群提供一站式养老资产管
理服务。该基金80%以上的基
金资产投资于公募基金 (含
QD I I基金、香港互认基金 )，

其中，投资于股票、股票型基
金等权益类品种的比例合计
不超过60%。

从产品设计上看，该基金
具备三大亮点，以便在长达20
年左右的投资周期中更好地满
足投资者需求。对于投资者而
言，养老投资是一项长期投资，
如何挑选基金成为关键问题。
业内人士建议，可以重点关注
基金公司综合投资能力、养老

金投资管理业绩、管理团队实
力等。

以银华基金为例，作为国
内较早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
银华基金经过17年的发展，已
经成为一家全牌照、全能型的
资产管理机构。至2017年底，银
华基金旗下管理公募基金9 0
只，产品线覆盖股票型、混合
型、债券型、货币型及QDII基金
等多种类型，全口径资产管理

总规模超五千亿元。
在养老金管理方面，银

华基金是目前行业内少有的
同时具备社保基金、企业年
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
管理资格的基金公司之一，
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养老投资
经验，也培育了一大批投资
管理的专业人才，使养老金
的运营安全和管理效率有着
较高的保障。

龙头地位显著
华夏基金指数规模蝉联第一

最新出炉的基金三季报
显示，今年前三季度，A股市
场持续震荡筑底，但各路资
金持续借道指数基金入场，
部分ETF产品规模在弱市中
逆势增长。天相投顾数据显
示，截至三季度末，华夏基金
以837 . 91亿元位居指数型基
金规模首位，易方达、南方基
金分别以548 . 88亿元和495 . 72
亿元位居第二、第三。

2004年华夏基金首开先
河，推出了境内第一只也是
目前境内规模最大的股票
ETF——— 华夏上证50ETF，

经过14年的创新实践和精心
布局，华夏基金在ETF领域
龙头地位显著。

从投资成效来看，华夏
上证50ETF聚焦沪市50家一
线龙头，华夏沪深300ETF投
资于沪深两市排名靠前的
300只蓝筹股，两只产品指数
复制能力强，能够充分反映
指数投资行情。上述同源数
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华夏
上 证 5 0 E T F 、华 夏 沪 深
300ETF自成立以来总回报
296 . 56%、60 . 54%，年化收益率
达10 . 53%、8 . 56%。

五载春秋风雨兼程
国寿安保基金规模业绩双丰收

2013年11月6日，国寿安
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
立，转眼间国寿安保基金已
经走过了五个年头，截至9月
末，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近
1900亿元，其中剔除货币基
金的公募基金规模为441 . 46
亿元，稳居中型基金公司行
列。

回顾今年市场，受美联
储加息和贸易战的影响，市

场情绪相对低迷，在股指纷
纷下挫、投资者无所适从的
情况下，国寿安保基金经受
住了市场的考验。Wind数据
显示，凭借着专业的投资能
力，国寿安保基金旗下产品
(剔除货币基金)在2018上半
年为投资者们创造了6 . 93亿
元的基金利润，在123家公募
基金公司中排名第6位，成为
公募基金行业的中坚力量。

本报威海10月29日讯(记者
陶相银) 为预防各项道路

交通事故发生，威海交警支队
在全市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
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
法集中行动”，10月份以来共查
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8 . 5万余
起。

交警联合交通运输部门
开展综合执法，以货车、客车

及危化品运输车为重点，严查
严处超员、超载、疲劳驾驶、涉
牌涉证、违规载运违禁品等违
法行为；联合行政执法部门对
占道经营、乱停放摊点进行整
治；配合环保、交通部门设立
临时检查点，开展柴油车尾气
检测行动，严查柴油货车尾气
不达标车辆上路行驶等违法
行为。

近期，交警还集中开展了
电动车交通秩序、老年代步车
非法上路的专项整治，严查闯
红灯、逆向行驶、乱停乱放、非
法改装等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
序的交通违法；持续开展夜查
行动，严查酒驾、毒驾、不让行、
疲劳驾驶等易致事故的交通违
法行为；在校车行经路段对校
车开展安全检查，严查车辆安

全装备配备、通行路线、车辆年
审及随车记录等情况，确保学
生上下学安全；开展缉查布控
大会战行动，严查车辆假套牌、
逾期未检验、报废车上路等违
法行为。

针对农忙季节，大量农
用车辆上路行驶，交通安全
隐患相对突出等实际情况，
交警组织警力开展农用车交

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严查低速货车、拖拉机超载、
违法载人、违法装载等交通
违法行为。

10月以来，全市各级交警
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8 . 5
万余起，其中超员29起，超载
146起，酒驾178起，报废车上路
行驶7起，假套牌8起。目前，行
动仍在持续进行中。

交交警警1100月月份份查查处处违违法法88 .. 55万万余余起起
“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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