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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刘慧)去
年频频“出圈”的公募基金今年一季度的表现
可谓“跌宕起伏”。市场行情波动、募集发行
转冷、分红力度罕见……面对公募基金市场
的诸多变化，我们的钱袋子应该怎么理？

市场“画风突变”

基金话题频上热搜

　　一季度的基金市场行情可以用“过山车”
来形容。牛年春节前，A 股市场一路高歌猛
进，带动权益类基金平均收益持续上升，市场
热度不减。
　　然而春节过后，市场“画风突变”，行情出
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权益类基金平均收益
不可避免出现回撤。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剔除今年
成立的新基金，包括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在
内的权益类基金今年一季度平均收益率为-
2.3%，其中超过六成的基金亏损。指数基金
整体表现同样不佳，被动指数型基金一季度
仅有 24% 的产品获得正收益。
　　而一些前期受到投资者追捧的热门基金
产品在一季度内甚至出现了超过 50% 的回

撤，让很多新进场投资者直呼“很受伤”。
　　“一季度自己之前追的白酒、新能源基
金跌得很凶，后来我直接把行情软件卸载
了，省得闹心。”在北京工作的“90 后”小肖
谈起一季度的投资“战绩”不无苦涩。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养基大
军”，基金市场波动的相关话题频繁出现在
一些互联网平台上。
　　据记者观察，今年一季度几乎每次市
场下跌，“基金”等相关话题词都会冲上微
博热搜。市场震荡让不少人倍感难熬，甚
至有网友涌入二手拍卖平台以基金亏损为
由转卖闲置物品。

“新基金”发行由热到冷

“老基金”分红力度罕见

　　　今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发行市场经
历了火热到寒冷的过程。春节前，市场延
续了去年以来的赚钱效应，新发基金的销
售在前两个月火爆依旧，“爆款基金”频现。
　　总的来看，一季度新成立基金规模超
万亿元，超过 2020 年总额的三分之一。
这个季度发行规模在公募基金的发展历史
上也是非常靠前的。
　　不过，随着基金业绩的回撤，相比于前
两月，3 月新发基金热度转凉。除总体募
集规模下降外，单只产品的平均募集规模更

是下滑明显。1 月单只产品超 40 亿元的平
均募集规模到 3 月降至 15.33 亿元。从另
一个维度看，3 月的“日光基”只有 7 只；而
1 月与 2 月分别有 39 只与 16 只。
　　“新基金”发行酝酿变化的同时，一季
度“老基金”出现了罕见的分红力度。
　　 Wind 数据显示，一季度共有 1082
只公募基金分红，分红总规模接近 900 亿
元，大幅超越前几年同期的分红规模。和
以往不同的是，今年一季度，权益类基金成
为分红主力军，分红规模占比超过 70% ，
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一季度基金大手
笔分红，一方面是由于基金利润丰厚；另一
方面，市场短期调整也带来了分红的契机，
基金公司为提升投资者持有体验，增强投
资者对产品的信任感，从而进行基金分红。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投资者不能简
单地根据分红规模来选择基金。分红规
模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前某时段基
金的业绩表现，而分红之后的赚钱能力，
更多取决于此后市场表现和基金管理人
的投资能力。

面对“跌宕起伏”

钱袋子怎么理 ？

　　一季度以来，很多投资者特别是年轻

的“养基人”感觉市场的波动远超自己预期，
基金净值走势更是“不按剧本上演”。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负责人胡立峰
认为，投资者的疑问和焦虑可以理解。本轮
调整较大或者回撤较大的基金，不少都是 7
年、5 年、3 年业绩排名较为靠前的基金。
近期业绩较为抗跌的基金，不少都是过去 1
年、2 年业绩排名较为靠后的基金。
　　“当然也要反思与总结，不能绝对化长
期投资，而是长与短结合起来，长期业绩是
短期业绩的叠加，需要关注短期业绩背后的
逻辑是否发生变化。”胡立峰说，持有基金是
长期投资行为，不建议在短线剧烈波动的时
候采取激进交易方式。
　　近年随着居民收入提升、金融市场的发
展，公募基金成为越来越多投资者，特别是年
轻人打理钱袋子的重要选择。中国基金业协
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2 月底，公募基金
规模达到 21.78 万亿元，较 2020 年末的 19.89
万亿元，新增 1.89 万亿元，涨幅约为 9.5%。
　　在多位业内专家看来，“十四五”开局首
季的中国经济表现亮眼，未来我国经济持续
稳定向好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多渠道增加城乡
居民财产性收入。这意味着，投资理财市场将
迎来更多机会。对于投资者来说，要对自己的

“钱袋子”进行合理配置，正确认识风险和收
益的关系，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基金市场“跌宕起伏”，钱袋子怎么理？
稳健开局·热点怎么看

推拼同步，上海盾构机告别“走走停停”

　　新华社上海 4 月 18 日电（记者杨有
宗）“串联”变“并联”，告别“走走停停”！
18 日，记者从隧道股份上海隧道工程有限
公司获悉，其自主研发的盾构机掘进与拼
装同步技术试验成功，首台推拼同步盾构
机即将下线。在隧道施工过程中，应用该
技术的盾构机将实现掘进与拼装两道工序
并联作业，大幅提升施工效率。

　　在传统盾构机施工作业中，施工工
序一般是推进、停止、拼装。盾构机每向
前掘进一环，就需原地停下，完成一环管
片拼装，再继续掘进。隧道掘进与管片拼
装以串联方式进行。应用推拼同步技术，
可实现掘进与拼装并联作业。“我们将盾
构机的顶进油缸优化编组，通过数字化
模块控制，实现不同组别分时顶进，在保
证盾构机掘进姿态稳定的情况下，让管
片拼装工作同步进行。”上海隧道工程有
限公司机械制造分公司总经理龚卫说。

　　相关模拟试验显示，推拼同步技术将
使盾构机每环管片作业时间大幅减少，施
工效率提升 30% 到 50%。
　　龚卫说，随着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强度
逐步加大，今后盾构法隧道施工将向着埋
深更深、直径更大、单次掘进距离更长的
方向发展。“推拼同步技术可大幅提升单
位时间内隧道结构完成率，有效控制盾构
法隧道施工风险。”
　　据悉，首台推拼同步盾构机即将在上海
轨道交通市域线机场联络线等工程大显身手。

　　新华社广州 4 月 17 日电（丁乐、刘汉
能）15 日开幕的第 129 届广交会第三度“登
云”，近 2.6 万家参展企业、超 270 万件展品、
遍布五大洲的采购商……参展热度印证着我
国外贸的“开门红”。
　 　 一 季 度 ，我 国 进 出 口 总 值 同 比 增 长
29.2%，整体规模和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
新高。“一季度外贸呈现增势良好、结构优化、
质效提升、创新赋能等特点。”商务部外贸司
司长李兴乾说，“这主要是国际需求回暖和中
国外贸产业强大供给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数据背后的积极动向引人瞩目。民营企
业活力增强，拉动我国一季度出口增速 18
个百分点。本届广交会上，生产企业和民营
企业占比分别达 49.3%、86.8%，已经成为主
要参展主体。
　　经过前两次云广交会历练和自身数字化
转型，参展企业表现游刃有余，海外营销更精
准，直播带货更熟练，服务业务更多元。“我们

除了继续打造虚拟 VR 云展厅能边逛边点
击，还同步进行专场直播和专属客户直
播。”格兰仕集团相关负责人说，“咨询效果
超过预期。”
　　 82 万件新品展示、137 场网络发布
会、2600 个虚拟展厅……参展企业打造
中国制造和创造的“云盛宴”。广交会新闻
发言人徐兵说：“众多新产品、智能产品、

‘三自一高’产品亮相，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足见中国外贸企业的活力。”
　　自动喂食器、可折叠喂水器、升降桌子
碗……小小宠物用品也有大乾坤。珠海市
休普设计制作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赵蓉
说，疫情催热“宅经济”，公司靠创新研发抓
住机遇，2021 年第一季度订单总量同比
增长 30% ，产品畅销欧美，现在正在扩充
厂房以提高产能。
　　与此同时，不少企业“内外兼修”“软硬
并施”。广东万事泰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

裁刘炳耀说，广交会是企业实现转型的重
要平台。公司以外贸代工起家，十年前参
加广交会，六年前收购德国品牌欧德罗后
开始发力内销，去年内销业绩翻倍；今年第
一季度的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2 倍多，全年
的生产订单已经排满。
　　刘炳耀说，企业“两条腿”走路，走快要
靠研发硬实力和品牌软文化。公司推进智
能化、数字化、服务型制造优化的战略，加
大研发设计和线上营销投入。目前欧德罗
智能制造新工厂正在建设中，预计投资逾
20 亿元。
　　中国外贸企业的长足发展，得到了各
地在平台建设、业态模式融合、营商环境优
化等各方面的支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相
应地蓬勃发展。
　　在参加广交会的过程中，广州市虎头
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看好东南亚市场和
新经济潜力，与菲律宾客户达成跨境电商

战略合作关系，新开辟了当地两大电商平台
的渠道。“越来越完善的跨境电商政策和技术
助力我们打通外贸新通道。”虎头电池相关负
责人说。
　　本届广交会在泰国、新西兰、美国等 32
个国家的 44 场云推介活动也得到广泛而热
烈的反响，十余家机构、企业加入广交会全球
合作伙伴计划，共享资源和渠道。
　　印尼长友集团董事长黄一君表示，此次
集团安排 100 多名采购人员参加广交会，这
是集团联系供应商的重要渠道，也是进行采
购的主要平台。随着印尼经济活动的恢复，
当地需求将增加，广交会产品种类多、品质
好，深受印尼消费者欢迎。
　　徐兵说，广交会三度“登云”更好发挥全
方位对外开放平台作用，将发挥中国制造优
势和消费优势，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来惠
及国际贸易以及世界经济的增长，为全球经
济复苏提供强劲动力。

听，云广交会上企业的逆袭故事

  两两名名工工人人在在对对““骥骥跃跃””盾盾构构机机进进行行运运转转
调调试试（（44月月 1133 日日摄摄））。。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方方喆喆摄摄

北
京
首
次
公
布
土
地
合
理
上
限
价
格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郭宇靖）北京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日
前发布了本年度第一批次
商品住宅用地出让公告的
补充公告，针对今年第一
批次通过挂牌方式出让的
29 个项目，公布了土地合
理上限价格、竞建“公共租
赁住房”上限面积等，并要
求竞买人对未来房屋售价
及住房最低品质保障等内
容做出承诺。
　　据了解，这是北京市
首次公布土地合理上限价
格，通过合理控制地价，推
动商品住宅用地供应由

“价高者得”的单一目标向
完善市场、促进土地利用、
保障民生等多目标管理
转变。
　　在地价上限设置方
面，此次商品住宅用地地
块超九成溢价率未超过
15% ，通过进一步降低溢
价空间、竞其他条件确定
土地竞得人。
  专家表示，此举体现
了土地市场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提高市场信息
透明度，便于企业测算，
进而引导企业理性竞买，
有利于实现“稳地价、稳
房价、稳预期”目标。
　 　 此 外 ，补 充 公 告 明
确，竞买人须提交的《房
屋售价承诺书》模板中，
除需承诺房屋售价外，还
需承诺项目要满足最低品质保障要求，内容
包括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采用装配式建筑
且装配率达到 60%、设置太阳能光伏或光热
系统。
  这将有助于引导企业理性竞买，在保证
自身合理利润的同时，为未来住宅质量提升
留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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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上海 4 月 18
日电(记者周蕊)4 月 18 日是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倒计时 200 天的日子。报名
签约面积超过了规划面积的
70%、再次跑出“加速度”，进
博“朋友圈”不断扩大、纽带更
加紧密，“进博效应”助力更多
明星展品进入千家万户，帮助
企业分享中国市场机遇，来听
听企业的“进博故事”。

签约面积超 70%

　　在 18 日举行的第四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倒
计时 200 天宣介活动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
成海介绍，第四届进博会的
规划展览总面积为 36 万平
方米，目前报名签约的面积
已 经 超 过 了 规 划 面 积 的
70% ，筹办工作稳步推进，
成效良好。
　　招展速度喜人，是全球
企业对进博会“用脚投票”选
择的结果。在当天，数十家来
自全球的经贸机构以及企业
集体签约参加第四届进博会。
　　“第一届和第二届进博
会，我们是参观者。第三届进
博会，我们是参与者。从现在
开始我们将是进博会的长期
伙伴。”世邦魏理仕中国区总
裁李凌说，这些年来，企业与
进博会的联系不断加深，第
三届进博会首次参展后充分
感受到了进博会带来的魅
力，达成近 20 项合作和意向
签约，这一次，世邦魏理仕与
进博会签订了参展接下来三
届进博会的“未来之约”。
　　“进博会为国际企业提
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最新产
品和技术的广阔平台。中国
有效的疫情防控工作和面向
外资持续扩大的市场准入政
策，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经济
复苏的领军者并为世界带来

了市场机遇。”倍耐力亚太区 CEO 朱利亚诺·梅纳西
说，倍耐力将中国市场视为未来五年的增长支柱之一。

朋友“扩圈”超精彩

　　老朋友带新，新面孔亮相，进博会的“朋友圈”越来
越精彩，通过参展商联盟这一平台，进博会正在构筑出
独特的“进博纽带”。
　　成立智慧出行及新能源、集成电路、农产品等 13
个专委会；在重点领域发出“进博声音”，原有的日化消
费品专委会、乳业专委会等不断举行行业研讨活动，增
强行业内企业对中国机遇的了解度…… 2018 年由展
商自发倡议成立的参展商联盟正在日益成为连接全球
企业与进博会的“纽带”。
　　孙成海说，第四届进博会更加注重提升专业化水
平，不仅新设生物医药、创新孵化等专区，还推动将条
件成熟的专区发展为专业委员会，致力于打造集“展
示、交流、交易、合作”于一体的国际性专业平台。
　　进博会“老朋友”松下电器最新成为参展商联盟绿
色智能家电家居专委会副会长单位。松下电器（中国）
有限公司总裁赵炳弟说，松下希望可以利用自身在绿
色环保、智能家电方面的经验和优势，与行业内各企业
加深交流与合作，共享经验，共同为中国早日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进博效应”超期待

　　 6 天的进博会，365 天的中国机遇。中国大市场，
让更多进博企业分享。
　　日本美妆企业资生堂是最早签下参展第四届到第
六届进口博览会“长约”的企业之一。资生堂集团全球
CEO 鱼谷雅彦介绍，2020 年企业中国地区业务增长
强劲，销售额已经占到资生堂全世界合并结算销售额
的 26% 左右，成为拉动整个资生堂集团发展的巨大动
力。对资生堂来说，中国被定位为“第二总部”，除了把
中国作为市场之外，还希望运用资生堂集团的力量，开
发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各类商品和服务。
　　进博同款落地跑出“加速度”不只有资生堂。第三届
进博会上，松下首次推出的“6 恒气候站”系统，在中国
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再次吸引了大量关注；达能旗
下首次亮相的植物基品牌 alpro，近期正式登陆中国市
场；强生在进博会上带来的眼力健“Catalys 白力士”眼
科飞秒激光治疗机，近日在宁波市眼科医院顺利完成装
机并调试成功，预计将在 4 月下旬正式“上岗”……
　　“进博会上，alpro 品牌受到了客户和渠道伙伴的
高度关注，我们也特别加速了这一品牌进入中国市场
的进程。”达能亚洲区乳制品及植物基产品高级副总裁
陈奕颖说，植物基产品近年来成为中国市场上的“网
红”，达能高度重视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希望能为中国
的新一代消费者提供更多可持续、多元化的健康选择。
　　恒天然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周德汉介绍，第三届
进博会上全球首发的安佳醇易雪顶稀奶油和安佳芝士
稀奶油，在中国市场正式上市后“供不应求”。恒天然近
期最新升级了广州应用中心，年内还将在武汉开设中
国第五个应用中心，希望能不断结合本土市场的特点
加强创新，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
　　上海市商务委主任顾军表示，上海将努力做到疫
情防控更精准、服务保障更精细、城市运行更平稳、溢
出效应更显著、进博品牌更响亮，为广大企业提供更多
的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合作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再
添“一把火”、注入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