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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类产品发行持续升温各基金公司开始争夺阵地—
——

MSCI主题新基金发行升温
近期以来，新基金发行持续升温，
尤其是权益类基金的数量明显增多，
基民在认购新基金产品方面也较为积
极。 而随着A股入MSCI尘埃落定，基
金公司在发行MSCI主题基金方面也
下了大力气。

权益类基金发行火热
今年以来， 权益类基金发行持续
升温。春节后，公募基金公司积极布局
新产品。广发证券研报数据显示，今年
1-4月， 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合
计新 发 份 额 分 别 为 829 亿 份 、472 亿
份、489亿份、336亿份， 前4月合计新
发份额2127亿份。 而去年全年新发股
基和混基的份额为3219亿份，今年新
发基金份额预计将超过去年。

机构人士指出，今年新基发行火爆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部分公司有消
化批文，及时发行产品的需要；二是借
助去年绩优基金经理的明星效应扩大
规模，如华夏、兴全、汇添富等多家基金
公司今年发行的
“
爆款”产品，均由明星
基金经理担纲；三是基金公司对中长期
市场看好，提前布局和完善产品线。
新基金火热的发行状况， 也说明
市场机构对未来A股市场的态度在回
暖。星石投资认为，在宏观经济平稳中
性的背景下， 盈利改善是投资决策的
主要依据。 今年投资方向更多集中在
行业细分领域的龙头上， 看好基本面
改善和供给侧改革双轮驱动的医药生
物、 受益消费升级和品牌垄断的消费
品、 受益于政策支撑和具备技术优势
的科技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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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开展母亲节主题活动
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是一年一
度的母亲节，招商银行北京分行辖内
94家支行，以打造母亲节温馨厅堂为
契机，从装饰、功能区域布置、便民设
施升级等方面入手为客户打造温馨、
舒适和愉悦的厅堂环境，迎接这个属
于全天下慈母和准妈妈的共同节日。
多家支行对厅堂环境进行了精心
装饰，挑选丰富多样、适合母亲节的花
艺和摆件等，厅堂内温馨四溢。 在美
化厅堂的过程中，招商银行增设了手
机银行APP的评比环节， 客户通过点
赞打分对厅堂环境进行评比。 客户在
享受美好温馨的厅堂环境之余，同时
参与了趣味互动，满意度大大提升。
功能区域的布置凸显个性化，如
读书角、茶吧、咖啡区、儿童游乐区、观
赏区等主题化场景，为妈妈们营造轻
松休闲的氛围，提升支行舒适度。
母亲节当日，多家支行精心举办
母亲节特色厅堂活动。 北苑路支行准
备了多肉植物，客户将印有妈妈爱称
的专属名牌送给妈妈。 小小多肉成为
连接彼此爱的桥梁，让妈妈们体会了
一个简单而温馨的节日。 此外，支行
为小朋友们准备了许多
“我爱妈妈”字
样的精巧小衫。 当小朋友们穿上这些
爱心小衫，与妈妈们合影时，一个个小

香吻贴在年轻妈妈们的脸上， 温暖的
画面感动了支行的工作人员。
金融街中心支行为到访的妈妈们
准备了好妈妈证书、 明信片等创意小
礼品， 让爱绽放在笔尖， 挥洒暖暖祝
福。此外，因忙碌未来得及给妈妈准备
礼物的年轻客户， 也可以在支行领取
小礼物，将爱传递。 对此，客户表示十
分贴心；双榆树支行的员工化身
“
爱心
使者”，为到访的妈妈们送上鲜花与祝
福，诚意十足。同时，支行举办了以“妈
妈们辛苦了”为主题的抽奖活动，奖品
有免费体检卡、SPA体验券等，现场气
氛热烈，好评如潮。
“五月感恩季之温馨母亲节”的活
动在客户的赞美声中迎来尾声， 现场
客户纷纷表示， 招商银行活动创意十
足， 让平时不善表达的自己勇于向妈
妈表达爱意。 据招商银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活动属于“2018客户体验
提升年”系列活动之一，招商银行将始
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结合节日契机，
打造更多的节日主题活动， 让每一位
到访网点的客户都能获得美好体验。
文 /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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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座谈会
近日，为迎接五四青年节暨中国
共青团成立 99 周年， 恒丰银行北京
分行团委开展了主题为“奋斗的青春
最美丽”青年员工座谈会。
本次座谈会是恒丰银行北京分行
团委“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之一，旨
在帮助青年团员深化理解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
“五四”精神，坚持爱国励志、求真力
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砥砺前行，奋斗不止。
座谈会上，北京分行全体团委委
员、支部书记以及团员代表认真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并围绕“
奋斗的青春
最美丽”畅谈理想，交流心得体会。 习

总书记的讲话提出了对新时代中国青
年的四点希望，鼓励广大青年要爱国、
励志、求真、力行，以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 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而努力奋斗。
恒丰银行北京分行的青年团员表
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改革复兴的
新征程上肩负着伟大的使命， 是不可
估量的前行的力量。 共青团员作为党
的助手和后备军， 要充分发挥先锋作
用，高度重视党建和团建工作，坚决执
行党的各项决策部署， 以奋发有为的
精神状态把北京分行团委打造为战斗
堡垒。 座谈会在洪亮的入团誓词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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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中落下帷幕。

基金公司争夺MSCI阵地
A股入MSCI尘埃落定。 5月15日，
MSCI正式发布纳入MSCI中国指数的
A股名单。 而在新发基金中，MSCI主
题基金也很抢眼。 Wind数据显示，目
前已经有8家基金公司成立了8只
MSCI主题基金。 首发规模反映出这类
基金颇受市场欢迎， 合计发行规模
192.48亿元，平均份额超过24亿元。
今年之前，市场上仅有华安MSCI
中国A股、 华夏MSCI中国A股ETF两
只MSCI指数基金。 进入2018年以来，
MSCI主题基金发行提速。 截至5月11
日，南方、招商、华泰柏瑞、建信、景顺
长城、 创金合信等6家基金公司旗下
各成立了一只MSCI主题基金。 此外，
平安大华MSCI中国A股国际ETF、南

方MSCI中国A股ETF联接等基金正
在发行；新华、太平、中金等8家公司
上报的9只MSCI主题基金待批。
招商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
基金基金经理白海峰表示， 从国际经
验来看，多个国家和地区纳入MSCI新
兴市场指数后涨势显著，纳入MSCI指
数对本国股市预计有积极正面影响。
对于A股而言，短期内市场情绪将受到
较大提振，相关的权重较高、增长与估
值匹配度较好的行业龙头将从中受益。
更重要的影响将在长期， 中国作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A股将在MSCI
权重中不断上升， 将带动更多海外主
动配置资金通过沪深股通进入A股。
A股投资者结构、 理念以及市场机制
将进一步国际化， 整个A股估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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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将重构。

工行弘扬
“水滴”文化
做好
“国门迎宾”服务
工商银行北京新航站楼网点支
行位于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
内，是中外旅客来京办事、来华中转
的必经之处。 工行北京分行高度重
视其作为首都之窗、 工行之窗的重
要地位， 努力提升网点综合服务水
平，将其特色“水滴”文化融入到日
常服务中来。
滴水清澈，映照光明。 新航站楼
支行只有六名员工，却担负着立足国
门，迎接四方来宾的重任。 网点一年
365 日天天开门、全年无休，他们却
无怨无悔， 只希望用自己的真心付
出，为国境内外、五湖四海的宾客奉
上来自工行最贴心的服务。
滴水穿石，坚持不懈。 工行新航
站楼支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许
多客户长期定居海外，回国时间非常
短暂且日程安排紧张，来窗口办理业
务的时间更是十分有限。网点员工往
往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加班加点来调
资料、做沟通，但为了帮助客户达成
其愿，他们始终坚持不懈，尽一切努
力达成人性化的服务目标，赢得客户
的认可。
水流大地，润物无声。 新航站楼
支行在做好银行业务服务的同时，还
发挥助人为乐的精神，为客户提供旅
游交通等各方面咨询服务，为旅客点

工行北京新航站楼网点支行员工

亮一盏指路灯。网点大堂经理在协助
客户办理金融业务的同时，热情解答
客户有关旅行生活方面的问题，比如
指点合适的行车路线、帮助推算每日
的出行费用、推荐旅游的日程安排等
等。 在接待不懂汉语的外国游客时，
柜员会用培训时所掌握的银行英语
与客户沟通，并主动为客户解释仅印
有中文的业务单据的含义，向国外旅
客展示国门第一网点的温馨服务。
天道酬勤，水到渠成。 一声亲切
的问候，一句善意的提醒，一条温馨
的标语，一个温暖的微笑……一枝一
叶总关情，点点滴滴润心扉，顺义新
航站楼支行将继续加强服务能力，倾
力服务客户，努力站好国门迎宾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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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上架

长城发新基公司千万跟投锁三年
日前，长城基金发布公告称，将以自
有资金认购公司旗下新发基金——
—长城
智能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38），认购份额不低于 1000 万元，
并承诺持有至少三年。 同时，该基金拟任
基金经理及公司员工也将集体跟投该基
金。 全体员工跟投长城智能产业基金，与

投资者利益捆绑，显示了长城基金员工对
基金经理投研实力的信任和对产品预期
业绩的信心， 向投资者传达了积极的信
号。有基金行业研究人士表示，“
这种机制
有助于基金公司和基金投资者一起成长，
建立长期互信，在行业内应该得到提倡和
鼓励”。

据 2017 年公募基金年度业绩排名
显示，主动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主动
QDII 四大主动基金的冠军基金经理，全
部是投研经验在 10 年以上的“老司机”。
业内人士指出，从业年限较长的“老司
机”普遍经历过牛熊震荡，有更丰富的
市场经验，对比资历尚浅的小鲜肉，“老
司机们”更有把握获取长期稳健的业绩

回报。
据悉， 正在发行的万家新机遇龙头
企业就将由两位资历深厚的基金经
理——
—郭成东、高源联手执掌“
帅印”。 万
家新机遇龙头企业投资范围涵盖 A 股和
港股，通过跨境资产配置，布局沪港深三
市的优质龙头企业，把握龙头企业“强者
恒强”的投资机会。

万家新机遇龙头企业正在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