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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回顾】 

 A 股市场 

上周五早盘，两市在券商板块带动下一度冲高，但随英国退欧风险逐渐增加，两市冲高后快速回落。午间英

国退欧成为定局，开盘后沪指快速下挫，盘中大跌近 3%最低触及 2807.60点，随后股指迅速反弹，创业板一度

翻红， 随后两市降温并小幅回落。英国脱欧概念股尾盘拉升，立思辰、威创股份大涨 7%，神州泰岳涨 5%。截至

收 盘，沪指跌 1.3%，报收 2854.29点；深成指涨 1.05%，报收 10147.70 点；创业板涨幅 0.47%，报收 2127.36

点。盘面上，黄金概念、锂电池、集成电路、物联网等板块涨幅居前；航运、养殖业等板块跌幅居前。收盘两市

共计成交 6468.77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增量逾 1200亿元，资金抄底迹象明显。 

 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方面，截止收盘，沪深 300指数报 3077.16点，跌幅为 1.29%，IF1607报 3013.2点，跌幅为 1.48%；

上证 50 指数报 2076.30点，跌幅为 1.39%，IH1607报 2047.0 点，跌幅为 1.21%；中证 500 指数报 5903.62 点，

跌幅为 1.25%，IC1607报 5787.0点，跌幅为 1.61%。 

 国际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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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称 收盘 涨幅（%） 指数名称 收盘    涨幅（%） 

美国 香港 

道琼斯工业指数 17400.75   -3.39      恒生指数 20259.10     -2.9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4707.98   -4.12      国企指数 8530.10     -2.90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2037.41   -3.59      红筹指数  3481.58   -2.63 

               欧洲                 亚太 

英国 FTSE100  6138.69   -3.15    日经 225指数 14952.02    -7.92 

德国 DAX指数  9557.16   -6.82 澳大利亚标普 200  5113.18     -3.17 

法国 CAC40指数  4106.73   -8.04 韩国综合指数   1925.24     -3.09 

意大利指数 17324.78   -11.75 新西兰 NZ50指数  6667.78     -2.25 

西班牙 IBEX 指数  7787.70   -12.35 中国台湾加权指数  8476.99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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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资讯】 

【李克强在天津考察时强调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转型升级】 

  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陪

同下，在天津考察调研。天津光电集团是有着 60 多年历史的老企业，李克强来到这里，与技术人员交流，对企

业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研发人员带着科技成果创办新企业，使成果转化效率

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表示赞许。 

【脱欧“砸”出便宜筹码 跨界资金重返 A股】 

  “深圳一些股票私募大佬上半年看好商品的，在黑色系品种牛市中大赚了一笔，现在已经逐渐撤出期货，转

而回到 A 股，因为看好下半年 A 股行情。”深圳一位私募基金渠道经理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这是他走访多家

当地私募基金负责人后得到的结论。 

【周小川详解中国央行多目标制 “通胀目标制”尚不现实】 

中国央行采取维持价格稳定的单一目标尚不现实。现阶段，中国央行实行多目标制，既包括价格稳定、促进

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

态目标。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6月 24日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中央银行政策研讨

时，就中国央行的多目标制作出的阐述。他指出，这种选择与中国处于经济转轨中的国情是分不开的。 

【项俊波：鼓励险企为广东战略新兴产业提供融资支持】 

  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保险大讲堂开到了广东。近日，广东省委举行第二十九期常委集中学习讨论会，专

题学习“保险业的改革与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主持会议，中国保监会党委书记、

主席项俊波作专题辅导报告。针对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项俊波鼓励保险

机构提供融资支持。 

  【中小银行争相发行二级资本债 最低利率破四】 

经历去年发行规模同比缩水近 750亿元后，被视为商业银行重要“补血”途径的二级资本债，在今年上半年

发行相对平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债券市场共发行 36 只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同比增长 70%以上；发行金

额合计 1036亿元。二级资本债市场呈现出发行只数大幅增加、中小银行发行积极性高、票面利率开始低于 4%等

特点。其中，最低票面利率已下探至 3.74%. 

  【新三板今日分层 流动性制度供给暂无定论】 

  我国证券市场里程碑式的制度创新终于落地，6月 27日，新三板首次实施内部分层，现有 7639家企业将分

为创新层和基础层，其中包括经证投资(832051)在内的 953 家企业进入创新层，其余 6686 家企业处于基础层。

新三板分层之后，将陆续增加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 

【证监会：重组业绩变脸 中介需要专项核查】 

证监会明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一会计年度发生业绩“变脸”、净利润下降 50%以上，含由盈转亏情

况，或本次重组拟置出资产超过现有资产 50%的，为避免相关方通过本次重组逃避有关义务、责任，独立财务顾

问、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应当勤勉尽责，对上市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并发表意见。   

【避险情绪升温 公私募基金经理不悲观】 

     不过，公私募基金对“脱欧”事件并不悲观。记者 24日下午从多家公私募基金获悉，他们承认该事件会在

短期内冲击 A 股市场，导致避险情绪升温，但认为市场波动加剧或将出现更加积极的“建仓时机”。24 日下午 1

点，上证报记者采访了北京一家中型公募的基金经理，他果断地回应称：“下跌正是买入机会，‘黑天鹅事件’对

A 股的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响，2800 点附近机会大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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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民学堂】 

   【公募系 FOF箭在弦上 基民必知投资宝典看这里】 

A:何谓 FOF？ 

基金中的基金，也称 FOF基金，此次《指引》中对此给出了明确定义，是指将 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经

中国证监会依法核准或注册的基金份额的基金。 

我们知道，此前，券商私募都有类 FOF产品发行，但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副总王群航告诉记者，早期的很

多 FOF产品并不规范，不少 FOF基金池中除了基金，还有股票，而且占比不低。 

“不是有句广告词嘛，‘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也不是所有买了基金的都叫 FOF。”王群航指出，基金

资产占比没有达到 80%的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 FOF，只能叫混合基金。而 FOF基金可以细分为很多类别。 

“有公管公(公募基金买入公募基金产品)、公管私(公募基金买入私募基金产品)、公管混合(公募基金同时

买入公募、私募基金产品)；私管公，私管私，私管混合。从目前即将推进的‘公管公’来看，又可以分为内部

FOF 和外部 FOF，前者只买自家的公募基金，后者专买别家的公募基金，当然，也有混合 FOF，就是两者都买。” 

记者注意到，《指引》中还作了一些详细规定，比如要求单只基金占 FOF的比例不得超过 20%，且不得持有其

他 FOF，指数形式除外；比如要求不得持有分级基金(不得持有复杂衍生品相关基金)；比如不得收取投资自家基

金产品部分的管理费、以及相关的申赎费、销售服务费等。 

B:如何选择优质 FOF产品？ 

公募 FOF已然箭在弦上，作为普通投资者，当然要做好充分的功课。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应该如何优选 FOF基

金。 

“在 FOF基金推出的早期，要看这家公募基金公司有没有聘请较专业的基金研究团队作为投资顾问。”王群

航指出，现在的公募基金公司普遍缺乏基金研究团队，而这一点未来在 FOF基金的推出、运作中都极为重要，“等

公募 FOF 有一定规模后，我们再具体看他们做出来的业绩。” 

无独有偶，亿信伟业 FOF基金总监杨如意也指出，投资人除了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计划投资周期及收

益预期，来选择合适类型的 FOF产品外，合适的 FOF基金管理人更是选择 FOF基金产品的重中之重。 

 “现在市场上的 FOF管理人很多，乱象丛生下可以从这几个关键点来看：其一，是否拥有全面、精准的基

金资料数据库，这需要日积月累的搜集和更新，无法一蹴而就；其二，是否拥有科学地结合定量以及定性的基金

评价和分析体系，能将大数据信息挖掘技术和调研数据相结合；其三，是否拥有丰富全面的资源和广泛可靠的人

脉，可以获得公开渠道难以获得的诸多信息；其四，是否注重投后管理和风控；其五，是否在大类资产配置和择

时上有深入理解和研究。” 

C:FOF 基金投资中有哪些风险？ 

    “FOF是对基金风险和收益的二次平滑，所以风险相对公募基金产品要小一些，但与此同时，对收益也不要

有太高的预期。”王群航直截了当地指出。 

杨如意进一步指出，FOF基金的投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投后管理不到位。“目前市场上很多 FOF工作只体现在前期的投顾筛选和配置环节，一旦产品成立后，

投后管理做的很不科学，一种是没有投后管理，不做跟踪，简单粗暴，这类产品如果出现特别大幅的回撤或者黑

天鹅事件后，再采取措施为时已晚；另一类是管理人角色混乱，把自己当成了股票型基金经理，频繁调仓，追涨

杀跌。就像一个宴会总管，他应该做的是确定宴席的菜品、组合、上菜次序，然后找到最适合做每这道菜的厨师，

而有的 FOF基金经理恨不得撩起袖子自己亲自掌勺。” 

其次是资产配置不科学。“FOF要想真正取得绝对收益，就必须依靠良好的资产配置。而资产配置能力对管理

http://fund.eastmoney.com/fjjj.html
http://fund.eastmoney.com/company/default.html
http://fund.eastmoney.com/news/cjjyj.html
http://fund.eastmoney.com/jjjz.html#1_2__0__dwjz,desc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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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要求特别高，一旦资产配置不科学，FOF的整理收益率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最后是投顾业绩不持续。“FOF投资其实质是优中选优，选择更好的基金标的，作为获取超额收益的途径。然

而，不论是私募基金还是公募基金，都面临一个业绩持续性的问题。因此，如何保证挑选到过去业绩优，未来业

绩稳定的基金标的，也是很大的一个难题，一旦产品的风格漂移或者稳定性降低，对 FOF投资也是一个很大的风

险。”（来源于 Wind资讯） 

【东方书苑】 

书名：余罪 4 

作者: 常书欣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2016年最火小说！张一山领衔主演同名网剧即将重磅播出！ 

余罪遭遇从警来最大危机！生死一线！ 

一个传奇警察和毒贩、悍匪、黑道大佬的交锋实录。 

带你窥探这个时代的黑暗角落，领略触目惊心的真实景象。 

本书为您揭开的是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当下社会犯罪网络。从混迹人群中的扒手，到躲在深山老林里 的悍

匪，从横行街头的流氓，到逡巡 在海岸线 边缘的毒枭；他们似乎离我们很远，似乎 又很 近，看似悄无声息，

却又如影随形；作者所描写的，正是这个光怪陆离而又真实存在的地下世界。 

警校学员余罪， 在通过一次意外的选拔之后，被丢进了一间住满凶神恶煞的罪犯的牢房，他迅速发现，要

在这个凶险万状的环境中活下来，自己必须比毒贩更奸诈，比窃贼更狡猾，比匪徒更残忍。他不仅要用罪犯的思

维去理解犯罪，还要用罪犯的手段去对抗犯罪，更要和罪犯一样突破种种底线。在日复一日命悬一线的斗争中，

余罪一步步走到了法律的边缘，他也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在制止犯罪，还是也在犯罪„„ 

小说格局开阔，文笔生动，不仅向你打开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地下世界，其中近百个性格鲜明的警察和罪犯

形象，更是栩栩如生，犹在眼前。 

翻开本书，进入我们这个时代的灰色地带。（来源于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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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基金声明 

本资料所有内容均来自公开信息，资讯引用 Wind 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承诺。本材料并非基金宣传推介资料，亦不构

成任何法律文件。有关数据仅供参考，本公司不对其中的任何错漏和疏忽承担法律责任。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

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不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人购

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产品时，应认真阅读相关法律文件。本材料的版权归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我

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复制或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