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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以下简称 “省工信厅 ”）、中国银行广东
省分行（以下简称 “广东中行 ”）政银再
度携手，联合推出《培育发展战略性产
业集群专属融资服务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 未来五年将为广东省战略
性产业集群企业新增 5000 亿元贷款支
持，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助力广
东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此举是省工
信厅、广东中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推
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及

“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一手抓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工作部署、落
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
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的意见》的重要举措。

《方案》围绕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稳
产业链供应链，依托广东省重大产业集
群和产业链稳链补链强链延链控链工
作联动协调机制，为产业集群龙头骨干
企业、核心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客户及
配套服务企业打造“强链贷”“延链贷”
“补链贷”产品；为实施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等技术改造和工业互联网“上云

上平台”企业配置“智能贷”；支持广东
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开
发“创客贷”等。《方案》将支持产业链企
业上下游整合，助力特色产业集群中小
企业加快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升级。

此次省工信厅与广东中行再度携
手，寄望在“专精特新成长贷”“抗疫贷”
合作之后再创佳绩。 据介绍，2019 年 5
月，省工信厅与广东中行联合推出“专精
特新成长贷”产品，在广东 20 地市联合
举办 30 场专场融资活动，为 4000 余户
专精特新企业提供逾 260 亿元授信支
持，专属产品荣获广东省“2019 年度营
商环境改革创新十大优秀案例”第一名。
今年 2 月 5 日， 省工信厅作为抗疫医用
和生活物资的主要调度机构， 联合中行
等金融机构推出专属抗疫贷款产品，中
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优惠贷款业务
量名列省内 12 家金融机构首位。

《方案》打造的“政府政策 + 金融机
构 + 龙头企业 + 中小企业”模式将通过
平台互动，多方协同，补短板、链长板，有
利于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提升， 培育壮大广东战略性产业集群。

（文/戴曼曼）

约半数基金经理
任职年化回报率超10%

� � � � 羊城晚报记者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库统计
发现，截至 9 月 7 日，公募基金市场上曾经管理
过普通股票型基金、偏股混合型基金、灵活配置
型基金等主动权益类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有
1640 位，剔除掉任职年限少于 3 年的基金经理，
符合条件的基金经理共有 990 位。

这 990 位基金经理的几何任职年化回报率
（基金经理任职期间的综合回报率） 平均值为
12.20%，从平均值上看符合“理财投资组合年化
收益率 10%以上”的条件。 而任职期间年化回报
率超过 10%的基金经理共有 506 位， 约占总数
的一半，不过这些基金经理中，绝大部分是任职
年限不超过 5 年的新晋基金经理。

如果将范围进一步缩窄至任职年限超过 10
年的公募基金老将，共有 99 位基金经理的管理
年限超过 10 年，在“长跑”中年化回报率超过
10%的仅有 38 位，约占总数的四成。 这 38 位基
金经理中，共有 6 人任职年化回报率超过 20%，
分别是富国基金的朱少醒、睿远基金的傅鹏博、
东方阿尔法基金的刘明、 景顺长城基金的刘彦
春、中欧基金的周蔚文、汇安基金的邹唯。

工银瑞信基金绩优产品获投资者持续增持

政银齐发力，畅通产业链
广东省工信厅、广东中行重磅推出《培育发展战略性产业

集群专属融资服务方案》
丈母娘招婿要求“理财组合年化 10%以上”

猜猜几成基金经理能达标？
日前， 网络上流传的一

则上海丈母娘招婿要求引发
了网友热烈讨论。 一张网络
图片显示，某丈母娘招女婿，
看房不看车， 只看理财水平
高，具体要求包括“熟悉理财

产品运作机制”“理财组合年化（收益率）10%
以上”……如此“个性”的要求，很快引来了一
众投资者的“围观”，有网友甚至“吐槽”：“这个
要求太高了。 ”理财投资组合年化收益率 10%
以上，这个要求真的高吗？ 我们梳理了公募基
金市场上 2814 位负责主动偏股型基金产品的
基金经理，看看有多少人符合要求。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多位明星基金经理
收益率居前

统计显示，朱少醒是公募基金有名的“常青
树”， 现任富国基金副总经理兼权益投资部总经
理，任职年化回报率为 24.52%排在首位。从 2005
年任基金经理开始，主要管理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管理规模大约在
142 亿元左右。 朱少醒管理这只基金约 15 年的
时间内，实现了 1886.21%的惊人累计回报率。

任职回报排在第二的是睿远基金的傅鹏博，
任职年化回报率为 24.16%。 傅鹏博也是公募基
金行业标杆性人物之一，2018 年，东证资管前董
事长陈光明掌舵成立睿远基金， 傅鹏博就是陈
光明的合伙人之一。 去年 3 月，有着“陈光明 +
傅鹏博”双重明星效应、睿远基金第一只公募基
金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基金首募就获得了 40 余
万户投资者认购、超 720 亿元资金追捧、配售比
例低至 7.03%。 如今，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基金成
立 一 年 多 来 ，A 类 份 额 成 立 以 来 总 回 报 为
97.15%，C 类份额总回报为 96.01%， 过去一年
的回报率在同类基金的前 15%左右。

排在第三位的是东方阿尔法基金的刘明，任
职年化回报率为 23.99� %。 东方阿尔法基金也是
一家个人系公募基金，由大成基金曾经的核心人
物刘明与肖冰共同设立。 目前，刘明主要管理东
方阿尔法优选混合和东方阿尔法精选混合，这两
只基金分别成立于 2019 年 9 月和 2018 年 2 月，
两只基金成立以来的回报率都超过 6 成。

此外，景顺长城基金刘彦春、中欧基金周蔚
文都是公募基金市场上业绩表现长期稳健的一
线明星基金经理 ， 刘彦春任职年化回报率为
22.59%，周蔚文任职年化回报率为 20.45%。

有的投资者会疑惑，一些市场上耳熟能详的
一线明星基金经理排名为何不突出？ 羊城晚报记
者梳理发现， 若将任职年化回报放宽至 15%以
上，景顺长城基金的余广、兴证全球基金的董承
非、南方基金的史博、中欧基金的曹名长均上榜。
若将任职年限放宽至 7 年以上，华泰柏瑞基金的
投资老将沈雪峰、兴证全球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
谢治宇等也在列，且任职年化回报都超过 26%。

三季度以来，市场震荡调整热点轮
换。 农银汇理投资部总经理张峰认为，
未来 A 股指数将维持高位震荡，在经济
基本面向好的前提下，投资者可围绕受
益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复苏的行业布局。

2020 年，A 股市场呈现出极致的

结构性行情，科技、消费、医药等领域节
节攀升，龙头股尤其涨势如虹。 农银汇
理旗下基金权益型基金半年为投资者
赚取了 39.49%投资回报（数据来源 ：海
通证券）， 张峰建议投资者继续持有表
现好的基金产品。 （杨广）

“炒股不如买基金”正在成为散户投
资者的共识，实力派基金经理掌舵的绩
优基金业成为渠道和投资者推崇的“明
星”。 根据 2020 年基金半年报信息统
计，业绩优秀的基金持续受到投资者青
睐。 以工银瑞信为例，截至上半年，该公

司旗下 60 只基金持有人数量超过 1 万
户，其中工银瑞信前沿医疗、工银瑞信
医疗保健行业、 工银瑞信文体产业、工
银瑞信全球配置、工银瑞信金融地产等
15 只绩优基金受到市场追捧，持有人数
量均超过 10 万户。 （杨广）

二级债基景顺长城景颐招利基金正在发行
进入 9 月，A 股市场延续了 8 月的

震荡走势，部分已经收获颇丰的投资者
开始增配兼顾股债两市的“固收 +”策
略基金。“固收 +”产品景顺长城景颐招
利 6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于 9 月 7 日正式发行， 该基金拟通过

“债筑底，股增利”模式，力争为投资者
实现保值增值的长期理财目标。

据了解，景顺长城景颐招利 6 个月持
有期债券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占基金资
产的比例不低于 80％，投资于股票等权益
类资产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20%。 （杨广）

农银汇理基金张峰：基本面向好 精选复苏行业布局

数据眼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2020 年 9 月 8 日 / 星期二 /�娱乐编辑部主编 / 责编 刘虹 /�美编 丘淑斐 /�校对 吴慧玲

A13娱乐

有趣的是，不少观众不约
而同地把《信条》比喻为一场
“考试”， 有观众评价：“《盗梦
空间》像全市统考，稳住思绪
即可游刃有余。《星际穿越》像
高考，状态拉满，也会留下遗
憾， 出了答案估分时即可了
然。 这部《信条》，像零基础参
加奥数竞赛，考完觉得自己只
能得零分， 唯有复读方可解
恨。 ”

又有人说，看《信条》的过
程“倍感折磨”：“像是在参加物
理竞赛。 诺兰没有试图和观众
平等地交流和沟通， 而是冷冰
冰地把庞大的信息量拍在了银

幕上，你还没嚼透上一句话，下
一句话又紧跟塞了进来。 做个
观众太难了，这道题我不会。 ”

以往的诺兰一向对普通
观众友好，喜欢借角色之口详
细解释电影的核心概念（虽然
这也是他为一部分影迷诟病
的地方 ）。 不过，《信条》里，他
引入了“时空逆转”“时间钳形
运动” 等更加难以消化的概
念，却几乎完全忽略了“解题”
这一步骤，甚至在本该着重呈
现的地方一笔带过：比如主要
角色到底逆转了几次？ 最后一
场沙漠中的钳形大战到底如
何进行？ 主角截获算法与女主

角在游艇上杀大反派是发生
在同一时间的事吗？ ……由于
最基本的核心概念都显得模
糊不清，因此对大部分普通观
众而言，观看《信条》的体验显
得混乱而疲惫。

有影迷认为诺兰这次在故
弄玄虚，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甚
至连时间逆转而产生的逻辑问
题都没有触及到， 只是一味地
将“时间逆转”当成一种工具。
有网友评价：“与其说‘烧脑’，
其实是‘绕脑’，把概念、情节线
索强行复杂化却又一直只在表
层兜圈子， 最终出来的效果就
是异常割裂式、 景观运动表象

式的呈现。 ”
这部新作甚至连画面都

不如以往吸引了。《信条》在视
觉上也下了不少工夫：电影中
呈现了一个正向和逆向同时
存在的世界，并分别以红蓝色
调来区分正向空间和逆向空
间；动作戏也别出心裁，在拍
摄逆向空间时，“实拍狂魔”诺
兰并没有采取正拍倒放的方
式，而是要求演员直接表演出
倒放效果。 但总体而言，《信
条》 的视觉效果仍比较平实，
缺少《星际穿越》的“时间实
体”、《盗梦空间》 的折叠都市
等炫目的视觉奇观。

《《信信条条》》是是真真的的很很难难懂懂，，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实习生 卫弥萱

《信条》成为诺兰
最受争议的一部长片。
自 9 月 4 日上映四天
以来，《信条》一直屈居
于已经上映三周的《八
佰》， 未能夺得单日票
房冠军。口碑也一路下
滑，豆瓣评分从最初的
8.4 分下降至 7.9
分， 成为诺兰少数不
上 8 分的作品。

诺兰的作品一向
被贴上“烧脑” 的标
签，看一次是没法完全
搞懂的———这已经成
为所有观众的共识 。
只是《信条》出来之后，
越来越多观众开始思
考：到底是电影真的很
难懂，还是诺兰故意让
你看不懂？

9 月 4 日上映首日，《信
条》 收获综合票房 5699.67 万
元，仅次于已上映 15 天、斩获
20 亿元票房的热映大片 《八
佰》。 而最关键的首周票房表
现也未如预期：目前才刚刚突
破 2 亿元。

受口碑等因素影响 ，《信
条》上映次日的排片比便开始
下滑， 上座率也在《八佰》之

下。 目前，猫眼票房专业版给
出票房预测为 4.57 亿元，估计
难以达到前作《星际穿越》突
破 8 亿元的优秀票房成绩。

前有《八佰》，后有迪士尼
电影《花木兰》，后者将于 9 月
11 日登陆中国内地院线， 预计
将对《信条》的排片造成冲击。

至于北美方面，《花木兰》
选择不上院线、 进行网络流媒

体放映，这对《信条》而言是个
好消息。《信条》于 9 月 3 日在
北美上映，目前收获 2020 万美
元的票房，创下自 2006 年《致
命魔术》 以来诺兰作品的开映
票房新低。

不过， 基于疫情的巨大影
响， 只有 65%的美国影院逐渐
复工， 其中市场规模最大的纽
约与洛杉矶仍未开放影院。《信

条》 如今仍位居
美国国内票房首
位， 对北美影市
的复苏起到一定的提
振作用。 目前《信条》全球票房
已达近 1.5 亿美元， 与制作成
本 2.25 亿美元还有一定差距；
据业内人士估计， 本片需要在
全球范围内收获 4 亿美元才可
达到收支平衡。

还还是是诺诺兰兰故故作作高高深深

与 《信 条 》并 称 “时 空 三 部
曲 ”的 《盗 梦 空 间 》 和 《 星 际 穿
越 》， 分别位居豆瓣 TOP250 的
第九和第十二位。

2010 年首映的 《盗梦空间 》
收获了 4.62 亿元票房 ， 是 2010
年内地电影票房总排行的第五
位 ，豆瓣评分 9.3 分 。 该片同样
以新奇的电影结构让观众高呼
“烧脑 ”， 但其程度远不及今日
《信条》的全民“看不懂”。

《星际穿越 》豆瓣评分同为
9.3 分 。 这是诺兰在国内票房表
现 最 优 秀 的 影 片 ，2014 年 首 映
时收获 7.55 亿元票房 ， 上映之
初与 《信条 》表现不相上下 ，但在
后续上映中越战越勇 。 此外 ，该
片 在 今 年 国 内 重 映 中 也 获 得
1.21 亿元票房的好成绩 。

诺兰上一部在中国内地上
映的作品是《敦刻尔克》。 虽并非
诺兰一贯擅长的科幻类型电影 ，
但也获得了 3.39 亿元票房 ，在
引进公映的战争片中名列前茅 。
在三年前公映时获得多数好评 ，
豆瓣评分稳居 8 分以上。

首周表现不敌《八佰》

“工具人”也是目前《信条》
评价的高频词：“诺兰为了炫技
牺牲了故事和人物，观影体验非
常差。 老套的拯救世界的故事，
但没有一个角色有足够的驱动
力，都只是在模板化地跑剧情。”

实际上，剥离晦涩难懂的
科学概念，《信条》的故事并不
复杂，甚至还沿袭了《007》系
列等特工电影的套路：炫目的
异国风光———电影跑遍三大

洲的七个不同国家， 从英国、
美国、东欧、南欧、印度再到北
欧；心理变态的大反派———俄
罗斯能源大亨萨托身患重病，
却要全人类给他陪葬；毫无前
因后果的感情戏———男主角
突然之间对萨托的妻子凯特
产生异样的情愫。

《信条》中的每个角色都
在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任
务，好让剧情推进下去，一些

设定就显得颇为不合理。 为了
让大 boss 萨托的妻子凯特倒
戈，电影花了不少篇幅描写萨
托与凯特的矛盾，却显得非常
生硬。 萨托明明是个凭一己之
力就可以毁灭整个世界的大
boss，他与凯特之间的矛盾却
几近鸡毛蒜皮：他抓住了凯特
卖假画的证据，以此要挟不让
她离婚 （不然凯特就要去坐
牢 ）， 也不愿把孩子的抚养权

给她。 有观众吐槽：“最终大
boss 竟然还得跟老婆争夺孩
子抚养权，我仿佛在看国产家
庭剧。 ”

更失衡的是，男主角与搭
档尼尔之间跨越时空的友情
本应成为电影情感主线，两人
的对手戏却并不多。 结局中尼
尔身份曝光的一幕本应成为
影片的情感高潮，现在看来却
显得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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