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具有集合理财、专

业管理、 组合投资、 分散风

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监

管严格、 信息透明等优势和

特点， 国内外的基金收益历

史表明， 对于大多数不具有

专业理财知识且无暇理财的

投资者来说， 基金是长期投

资理财的有效工具， 已经为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所青睐。

基金的种类有很多， 有股票

型、混合型、债券型、货币型

等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基金

品种。 投资者在对自己的风

险承受能力和理财目标进行

分析后， 可以选择与自身风

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

品或基金产品组合。

之基金篇

借势借力享收益

在 购买基金理 财 产 品

前， 您应该进行风险承受能

力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选择

适合您的基金产品， 测评问

卷详见附表。

★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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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要注意一点，没有最好的，

只有最适合你的。 但一个普通的投资者

怎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基金，也不是

一件易事。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建

议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了解自己的风险

承受能力和理财目标；第二步是根据自

己的理财目标及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

的基金产品或基金产品组合。

风险承受能力有静态和动态之分。

静态的风险承受度是以投资者的年龄来

划分的。

拿股票型基金来说，业绩基准一般

是由股票指数和债券指数按比例复合而

成。 通过观察业绩基准中的股票指数比

例，我们可以大致地了解该基金的风险

和收益水平。

对于债券基金来说，如果要从投资

范围来细分债券基金的话，大致可以分

成三类：一、纯债基金，主要投资各种债

券；二、一级债基金，投资债券，并打新

股；三、二级债基金，投资债券，打新股，

并且在二级市场上投资股票。 如果你追

求的是低风险收益， 纯债基金才是你的

最佳选择。

对于货币基金来说， 流动性和安全

性才是最重要的。 货币市场基金收益一

般高于活期存款利率。 货币基金除了可

以投资一般机构可以投资的交易所回购

等投资工具外， 还可以进入银行间债券

及回购市场、 中央银行票据市场进行投

资。此外，货币市场基金还可以避免隐性

损失。当出现通货膨胀时，实际利率可能

很低甚至为负值， 货币市场基金可以及

时把握利率变化及通胀趋势， 获取稳定

的较高收益。

根据风险承受能力选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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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型基金根据中国证监会对基金类别的分类标准 ，

60％

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型基金。 一般来说，

股票型基金的风险比股票投资的风险低， 是基金中风险最高

的一种，适合期望得到较高收益的中长线投资者。

债券型基金根据中国证监会对基金类别的分类标准 ，

80％

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为债券型基金。 债券型基

金风险会低于股票型基金，但收益一般也低于股票型基金。投

资者选择在市场比较萧条的时候购买， 一般亏损的可能性很

小。 债券型基金适合风险承受力比较差的个人投资者。

基金分类排排队

基金按照

运作方式的不

同 ， 可以分为

开放式基金与

封 闭 式 基 金 。

开放式基金又

按 风 险 分 类 ，

其中 ， 最常见

的就是按照它

们主要的投资

对象分为股票

型基金 、 债券

型基金 、 混合

型基金和货币

基金。

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份额不固定， 基金份额可以在基金

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场所进行申购或者赎回的一种基金运作方

式。

封闭式基金是指基金份额在基金合同期限内固定不变，

基金份额可以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交易， 但基金份额持

有人不得申购赎回的一种基金运作方式。

★

开放、封闭式

★

风险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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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利添利”账户理财

“利添利”账户理财业务通过将客户的

活期储蓄存款与货币市场等低风险产品联

接， 为客户进行有效的现金管理和投资管

理。 一方面，将客户的多个活期账户的闲置

资金自动申购客户指定的货币市场，预计可

获得超过活期储蓄利息的投资收入，实现闲

置资金的有效增值；另一方面，当客户的活

期账户需要资金时， 可以自动赎回货币市

场，保证客户资金的及时使用，进行便捷的

现金管理。

工商银行基智定投

对现有每月首个工作日 、

固定金额的普通基金定投产品

的升级： 包括客户可以每月固

定日期、固定金额进行定投（简

称“定时定额”）；以及客户可以

每月固定日期， 并根据证券市

场指数的走势不固定金额进行

定投 （以下简称 “定时不定

额”）， 实现对基金投资时点和

金额的灵活控制。

■

产品速览

混合型基金投资于股票、

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 但是股

票投资和债券投资的比例不符

合股票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规

定的为混合型基金。 它的特点

在于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更

加灵活地改变资产配置比

例， 实现进可攻退可守的

投资策略。

货币型基金根据中国证监

会对基金类别的分类标准，仅

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

市场基金。 它是目前市场中风

险最低、最安全的投资工具之

一 ，收益偏低 ，适合偏好低风

险、资金流动性高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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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自身的理财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选

择基金产品。 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测评，

并结合自身的年龄段选取适合的基金产品。 一

般情况下，年轻人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如果经

济能力尚可，投资期限较长，能承受较大投资风

险，可以以股票型基金投资为主。 对于中年人，

收入已经步入稳定期，但家庭负担较重，应坚持

稳健投资的原则， 可以采取基金组合的方式进

行投资，降低投资风险，获取稳健收益。 对于老

年人来讲，应注意投资资产的稳健、安全、保值，

可以主要投资于货币型、 保本型等安全性较高

的基金产品， 同时搭配一些股票配置比例较低

的混合型基金。

2

、关注基金公司管理能力。 基金公司的口

碑和管理能力往往能决定基金的持续发展能

力。 优质基金公司的研发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

是一般基金公司无法比拟的， 所以应优先选择

优质基金公司的基金产品。

3

、学会应用基金评级。 工商银行基金业绩

评价系统可以为客户选择业绩优良的基金

产品，提供定期评级报告，进行基金组

合诊断。 晨星、银河、

WIND

基金评

级报告也可以作为购买基金的参

考依据。

4

、 选取规模适中的基金产

品。 基金规模太大，会影响基金

运作，因此应选取规模适中的基

金产品。

基金作为目前

大众比较熟悉的投

资理财产品，一直受

到大家的高度关注，

市场上的基金产品

也种类繁多，如何从

中挑选适合自己的

基金产品也成为了

大家普遍关心的话

题。

如何选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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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定投

选好了基金，投资方式

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件事。 是

择时投资做波段还是长期

投资？ 可能两者都有一定弊

端，而时下最流行的一种投

资方式将成本分摊，这便是

基金定投。 如果您有足够的

耐心，也能够经受巨大的诱

惑， 那么不妨也试一下，定

投基金是否能打开富翁俱

乐部的大门？

陈先生居住在一个中等城市， 妻子刚刚怀

孕。他希望孩子以后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将来送

他（她）出国读大学。不过，陈先生和妻子收入并

不高，他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每月收入

3500

元，妻子在一个公司上班，每月收入

2800

元。

除去养房子的月供，加上其他的开销，每月仅能

结余

2000

多元。 专家帮他们分析，孩子将来出

国留学预计费用

80

万

-100

万元。 这个数字对

陈先生两口子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想要实现

这个梦想似乎很难。

办法也不是没有。 如果陈先生选择基金定

投的理财方式，每月定投

1000

元，以股票型基

金平均投资回报率

10%

来算，

20

年以后便能

获取

68

万元的财富，那时候再添加一些，孩子

出国留学应该也不是难题。

☆

案例



每月只投入

1000

元， 为什么

能取得这么大的收益 ？ 秘密就在

于聚沙成塔和巨大的复利魅力。

每月

1000

元的投入虽然不多，但

是

20

年累计已经达到

24

万元，这

本来就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加上

复利的魅力，财富被放大就变得更加

神奇。

在长期复利计算中，有著名的

“

72

法则”， 即用

72

除以收益率，

可以得到本金翻倍的时间。 例如，

对于

8%

回报率的投资工具，经过

9

年以后本金就会变成原来的一

倍。 如果回报率是

15%

，这个时间

则变成了不到

5

年。

根据美国资料，

1983-2003

年

期间美国股票型基金的年均收益

率为

10.3%

。 目前国内宏观经济长

期稳定发展的趋势明朗，投资者可

以通过投资基金产品分享国内经

济增长带来的机遇。

所谓定期定

额买基金 ， 是指

投 资 者 约 定

每月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销售

机构

(

包括银行和券商

)

在每月约定

日从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

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

长期投资方式。

这种基金投资方式的优点首

先是，年轻人没有时间理财，而“定

期定额” 买基金类似于 “零存整

取”， 只要去银行或证券营业部办

理一次申请就可以了。

其次，很多年轻人对证券市场

知之甚少，而利用定期定额方式投

资基金可以平均成本、分散风险。

最后，很多年轻人因需要支出

的项目多，月结余不多，也不稳定，

而现在定期定额计划的门槛非常

低，起点一般为

100

元

-300

元，可

以按月扣， 也可以按双月或季度

扣，几乎不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压

力，还能积少成多，使小钱变大钱，

以应付未来对大额资金的需

求。 而且可以养成很好的

理财习惯。

ICBC

055

工商银行科学理财



ICBC

056

投资理财产品篇

投资建议： 年轻人可

以采用较为激进的投资策

略， 将

5

万元存款投资于

风险较高收益也较高的股

票型基金， 可选择

2

只成

长性较好的股票型基金 ，

再选择

1

只积极配置型基

金， 组成一个基金投资组

合 。 他目前月收入

3500

元 ， 扣除正常的房租 、伙

食、交通等生活费用，应该

能结余下

1000

元可以将

其中的

500

元进行基金定

投。

风险偏好选基金

案例一： 小刘，

2004

年

大学毕业，上海一家公司职

员，月收入

3500

元，现有

5

万元存款。 他有许多同在上

海工作的同学，月收入不比

自己高，但目前的资产却也

有二三十万元了。 他发现原

来那些同学都是在

2006

年

投资基金赚到的钱。 为此，

他决定也要投资基金，但他

又惧怕风险 ， 要求稳健理

财。

激进型投资



投资建议：像晓琳这种情况，还是继续买货币基金为佳。 相比中短

债基金，货币基金的流动性更高，无论何时赎回都基本不用考虑赎在

基金净值低点的问题。 而前者由于投资品种期限相对较长，净值波动

要超过货币基金，对于持有期限在一个季度以内的资金就不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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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晓琳 ，购物消费

喜欢用信用卡。 去年听了朋友

的建议，每个月把到账的工资

都通过网上银行转为货币基

金，日常但凡大额支出就依靠

信用卡搞定。 到了还款日前两

天，晓琳就把货币基金赎回来

还款。 因为货币市场基金收益

一般高于活期存款利率，这样

坚持了几个月，也省了一点零

花钱出来。 晓琳最近收到银行

发来的一条消息，说某种短债

基金正在发行，和货币基金一

样进出免费 ， 收益率预计有

2.5%

左右。 晓琳有点动心，想

用这只基金来替代货币基金，

继续和信用卡联合作战。

保守型投资



投资建议：张先生这笔资金可能放上

3

年，去买

货币基金或者中短债基金，都不太合算。 那么，不妨

到保本基金或者债券基金中去找寻合适的品种。 当

然， 保本基金从投资范围来讲， 跟债券基金是一样

的，只不过在投资策略的设计方面因为要“保本”，资

产配置会有相当的约束，其保本期限一般为

3

年。而

对于普通的债券基金，风险要比保本基金大，有可能

亏损，但一年内上涨的幅度也可能更高。

投资建议：对于理财很有纪律性的佟女士而言，

用中短债基金来搭配一年一次的作战机会比较合

适。她收入大多数的闲置时间都在一个季度以上，买

中短债基金而不是货币基金，同样进出没有成本，收

益相对更高。至于具体的收益水平，我们单看中短债

基金和货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就有数了， 前者是

两年期的税后定存收益，后者则是一年期的。

案例三：佟女士，在一家通信公司工作，每

月月俸不少。自从三年前开始关注股市之后，佟

女士总结出不管市场如何， 每年下半年还是有

机会赚钱。 她每年基本只进入股市一次，前年是在

1300

点，去年是在

1200

点，大盘涨个

10%

，她就赶

紧撤出。 不过等待机会来临之前，佟女士的资金

基本就留在活期储蓄上睡大觉。

案例四：张先生，作为

30

多岁的都市“夹心

族”，对于风险较高的产品敬而远之。 银行里陆

续积累了

10

万元的活期储蓄，放在银行，张先

生觉得虽然很安全，但利息太少。 对于这笔钱，

张先生还没有考虑合适的用途，“但至少最近

3

年不会用吧。 ”

稳健型投资

平衡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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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基金风险小

对大多数中小投资者而言， 投资

债券型基金要优于直接投资债市。 首

先， 投资债券市场会遇到投资策略和

选债的问题，如通过骑乘策略、息差策

略和套利模型来增加收益， 选择好的

债券比选股更考验投资者的研究能

力。 就大多数中小投资者而言，对债券

市场一般比较陌生，这样，债券型基金

的长处就显现出来了， 这些基金一般

由专业的投资者操盘， 对市场熟悉程

度远高于一般的投资者， 再考虑到基

金资金量大的特点， 在投资债市时要

优于一般的中小投资者。

其次， 基金可以通过银行间市场

进行债券正回购交易，盘活资金。 为了

提高收益水平， 绝大多数债券型基金

允许进行一级市场新股投资。 在现行

的新股发行制度下， 新股申购仍是债

券型基金提高收益的重要手段。 每遇

新股认购时， 基金会将手中的债券质

押后融资，进行新股认购，只要新股的

收益大于融资成本， 基金就能增加一

块额外的收益。 而个人投资者在购买

债券后，资金将被锁定，无法通过质押

等手段进行融资， 也无法参与新股认

购，资金的收益率将大打折扣。

最后， 债券型基金能在交易所债

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投资，

投资品种较个人投资者更多、更灵活。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有央行票据、短

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品种，部分券种

的收益率高于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券

种， 基金通过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可

以更加合理地配置资产结构， 使收益

最大化。 因此，通常情况下，中小投资

者通过债券型基金投资债市具有一定

的优势。

股市波动加大，市场避险需求增多。 而债券

基金以波动相对较小、 收益相对稳健的特点越

来越受到市场青睐。 从过去的业绩也可看出债

券基金具有较好的抵御市场大幅波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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