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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后续还有多款绩优
基金经理的产品，如南方基金罗
安安、泓德基金王克玉、易方达张
雅君、嘉实归凯、银华焦巍、平安
基金李化松等。

专家分析认为，以目前基金
热销的情况来看，今年下半年大
概率还会延续当前的火热态势。
权益基金的火爆发行，“爆款”基
金接连诞生的背后，是越来越多
的投资者认可基金专业投资的价
值，大量的资金向基金这类专业
投资者聚集，提高基金在A股市
场的话语权，提升市场机构投资者
占比。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更多
通过深入研究将资金投入优质企

业，形成正循环。
还有人认为，“爆款”基金频

出是牛市的一个风向标，投资者
可以密切关注，如果爆款基金持
续，这一波行情有望继续走强。

当然，在数量众多的基金市
场中，业绩分化依然存在，多位理
财经理提醒：“‘爆款’基金的规模
往往很大，一些没有基金投资经
验的投资者跟风追买，如果达到
了预期收益还行，没达到的话，接
下来他们对基金产品的信任度是
否依旧，就说不好了。”

“对于投资者而言，树立正
确投资理念更应从理性购买基
金产品开始。建议新基民入场

前，应对如何选择基金做一些功
课。”某银行个人财富部负责人
表示，首先，选基金要注重基金
公司的整体实力；其次，选基金
要重视选择管理团队的投研能
力；最后，选基金更是选基金经
理，尽量选以往有优异业绩的基
金经理。

“如果没有追到‘爆款’，从分
散风险的角度来看，可以考虑在
较低的点位进行长期定投，收益
会比较稳定。”也有理财经理建
议，近期可以关注下一些明星基
金经理管理的老基金，特别是今
年上半年发行的一些基金。

记者 周雁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邱
萍）油价又上调了。昨天下午，记者
从中石化宁波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处了
解到，根据发改委下发的调价通知，从
7月11日零时起，国内成品油零售限
价迎来今年第二次上调，对应汽、柴油
每吨均上调100元。

具体来看，本次调价后，92号汽油
调整为7521元/吨，5.66元/升，每升上
调0.08元；95号汽油调整为7946元/
吨，6.02元/升，每升上调0.08元；98号
汽油调整为8514元/吨，6.60元/升，每
升上调0.09元；0号车用柴油调整为
6160元/吨，5.27元/升，每升上调0.08
元。此次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落
实之后，消费者出行成本将稍有增
加，以油箱容量在 50升的家用轿车
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较之前多
花4元。

今年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历经13次
调整，其中3次下调、2次搁浅、2次上
调，6次不作调整。92号汽油累计下调
1.3元/升，95号汽油累计下调1.39元/
升，0号柴油累计下调1.35元/升。下
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于7月24
日24时开启。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钱
公轩） 7月9日，以“食品安全 人人有
责”为主题的2020年东钱湖食品安全
宣传周暨打造韩岭“四好”放心消费街
区启动仪式在东钱湖韩岭举行。

东钱湖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东钱湖的食品安全宣传周形
式多样，丰富多彩，将组织开展全区食
品安全成果“云展示”、“舌尖上的安
全”卡通翻牌游戏、发送食品安全科普
短信、食品安全“六进”宣传、食品药品
安全科普基地开放日、食品安全协管
员技能“大比武”、发布食品安全“红黑
榜”等活动。同时，东钱湖区食安委成
员单位也将结合自身的职能，开展食
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募集上限300亿元的基金
一天就募集到1300亿元
风险与收益并存，投资仍需理性

“当年18万元入的基金市场，躺了10年，前些天A股涨势如虹，再一看账户，蹿到了56
万元。”一位基金投资者如此感叹。近期A股涨势如虹，令新发售的基金受到热捧。

投资者：没想到行情这么火爆
这一波A股涨势如此凌厉，

让投资者的投资热情高涨。“与其
直接入市，费事又费心，不如借道
基金，轻松上车”，许多抱着这种
投资理念的投资者纷纷把目标瞄
准新发售的基金。

7月6日，汇添富新基金的发
行创出新基金发行历史上首次出
现盘中停止认购情况。此款基金
开售120分钟内，宁波银行配置
破 30亿元。最终，当日有接近

700亿元进场，仅半天就提前结束
募集。

7月8日发行的鹏华基金王
宗合管理新基金更胜一筹。该基
金募集规模上限300亿元，当天
下午2点就募集到1000多亿元，
全天募集超1300亿元，刷新今年
年初陈光明旗下睿远基金创造的
一天1224亿元的新基金认购纪
录。据悉，该基金仅招商银行宁
波分行的募集量就达6.5亿元，我

市另一家城商行的业绩更加傲
人，募集资金达20亿元。

“汇添富中盘价值精选和鹏
华匠心精选混合这两款基金我都
买了，实在太火爆了，一开售就去
抢。理财经理当天就通知我‘销
售太火爆，基金配售了’。我看了
下账户，汇添富配售40%的资金，
鹏华匠心配售了30%的资金。”投
资者李小姐说，她是跟风买的，没
想到基金的行情现在这么火爆。

理财经理：一天能卖出几百万元
“最近好多人微信我，都是年

后和我一起买股票基金的朋友，
阳光就是从黑暗的缝隙里透出来
的。”某股份制银行理财经理在自
己的微信上写下上述文字，字里
行间洋溢着喜悦之情。

“上半年行情差的时候，基金一
天的成交量是零。这周，一天随随
便便就能卖出几百万元。”一家股份

制银行海曙某支行理财经理说。
同时，记者也发现，理财经理

最近在朋友圈发“小广播”的积极
性越来越强。

一家股份制银行鄞州某支行
副行长晒了一份客户案例，感叹
基金行情已超过股票：他的一位
客户持有3支基金——银华高端
制造业灵活配置混合、富国高端

制造行业股票型、嘉实沪港深精
选股票型。7月1日，3支基金的
总浮盈占比70.47%；7月8日，浮
盈占比达83.35%。

多位理财经理表示，新进投
资基金的客户主要来自银行理财
客户。当前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持
续下行，业绩表现不俗的基金成
了他们投资理财的新选择。

专家：行情看涨，投资仍需理性

国内成品油价格
迎来两连涨
92号汽油上调0.08元/升

东钱湖韩岭打造
“四好”放心消费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