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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眼
女性基金经理投资业绩抢眼

合计管理超过5000只基金，主要管理固收类产品

后市还会一浪比一浪高
期股
势形

来自中基协统计数据显示，公募
基金管理公司从业人员中，43.60%是
女性；基金行业高管中，26.70%是女
性。在所有女性管理的公募基金只
数中，股票基金占比9.90%；债券基金
占比44.20%；混合基金占比34.40%；
货币基金占比8.80%。从女性基金经
理管理的基金类型上看，大部分女性
基金经理主要管理固收类产品。

同花顺 iFind 数据库统计显示，
上述 604 位女性基金经理平均从业
年限为4.92年，其中从业年限超过10
年的基金经理共有 30 位，从业年限
最长的是嘉实基金的基金经理王茜，

从业时间超过 17 年，该基金经理从
业以来共管理过25只基金，目前管理
10只基金，主要是偏债型基金。

从女性基金经理管理的规模上
看，604位女性基金经理参与管理的
公募基金产品高达7.48万亿元，平均
每位基金经理管理 184.33 亿元。根
据中基协的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达 19.89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由此粗略计
算，女性基金经理参与管理的公募基
金产品规模超过总规模的1/3。

其中，合计管理规模过千亿元的
女性基金经理共有 18 个，合计管理

规模破百亿元的共有151个。管理规
模最大的是易方达基金现金管理部
总经理刘朝阳，她管理的易方达易理
财货币A规模就超过2000亿元。而
现任博时固定收益总部现金管理组
负责人兼基金经理魏桢的管理规模
也超过 2000亿元。而在非固收类产
品中，管理规模较大的指数类基金经
理有易方达基金的余海燕和嘉实基
金的何如，管理规模分别超过500亿
元和 400 亿元。而在主动权益类产
品中，管理规模较大的也有中欧基金
知名基金经理葛兰，管理规模超过
400亿元。

近期，高价股仍在持续调整，但
也不乏在低价股中频现涨停股，甚至
不 止 一 天 出 现 过 百 股 涨 停 的 小 高
潮。前期大涨过的股票往往在高价
区，它们的调整对指数影响较大，而
大量低价股正在抵抗大盘指数下跌。

市场正在分化，涨多了跌、跌多
了涨，是市场不变的规律。本栏前期
统计过涨幅翻倍的股票有几百只之
多，在市场遇到调整时，它们只能跌
多升少，造成板块轮动，但不能认为
市场就此出现了变盘，因为大涨过
后，它们的持续力会受到市场质疑和
抛弃，所以风险是涨出来的，本栏前
期曾及时提示过。

不过，从沪指的运行形态分析，
去年下半年以来，指数到目前为止还
是一浪比一浪高，因这次高价股票的
调整而认为牛市行情结束了，还未到
这样的程度。特别是低价股正在出
现抗跌和大量涨停的好势头，抵消了
部分市场不安情绪影响，看清了这样

的事实，我们对市场的理解也许更贴
近现实。本栏认为调整过后，还是倾
向继续上涨。

不应忽视传统产业中的低价股，
这部分是大盘后市真实上涨的主力
军，而它们后续上涨对市场不会带来
大的风险。因为它们上涨是体现自
身的价值回归，让人们更加心安理得
和踏实。当下领涨的产业集中在原
材料、电子元器件、石油化工、环境保
护等多个方面。对于部分高科技产
业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一些谨慎，过去
市场对它们的支持已经很多了，它们
的股价已经说明了一切。

昨日市场高开低走，但仍位于今
年突破后的高位区间，考虑到大盘之
前已经出现月线四连阳，3 月进行高
位 振 荡 也 属 合 理 范 围 。 季 度 重 心
3355 点仍存在支撑，在此重心线上可
等待调整结束，本栏对今年市场运行
大势仍保持乐观预期，相信后市还是
会一浪比一浪高。 （赵穗川）

国投瑞银基金
会客室继续看多

牛年伊始，A 股市场大幅波
动。本期国投瑞银基金会客室邀
请了国投瑞银研究部总经理桑俊
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桑俊表示未来继续看多A股
市场，投资者应该理性、冷静面对
市场波动。2020年，在疫情冲击
下，全球货币处于相对宽松的状
态；伴随着疫情减退，经济复苏企
稳，大部分投资者对货币政策调
整持有较为悲观的预期；但是从
全球来看，货币仍处于宽松状态，
而且全球经济复苏趋势不改，因
此继续看好中国市场。 （杨广）

中海海誉混合
基金盛大发售

节后的A股市场依然维持区
间振荡，偏债混合型产品正受到
风险偏好相对较低、追求稳健投
资以及有大类资产配置需求的投
资者的“宠爱”。据悉，采用“稳
健+权益”策略的中海海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于 3月 9日正式
发行。投资者可在中国银行各网
点、中海基金官网及直销中心等
渠道购买。

在 2021 年复杂的内外部环
境影响下，不论是基于大类资产
配置的诉求，还是基于追求稳健
投资的想法，采用“稳健+权益”
投策的中海海誉混合基金都值得
关注。 （杨广）

华商均衡混合
基金3月22日首发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末，华
商万众创新混合基金近 1 年、2
年 、3 年 分 别 录 得 116.67% 、
265.76%、187.97%的亮眼收益。
据了解，华商万众创新基金经理
为梁皓博士，现任华商基金权益
投资副总监，至今已有十年证券
从业经历。

公告显示，由梁皓担纲管理
的新基金——华商均衡成长混合
基金将于 3 月 22 日正式发售。
届时投资者可通过华商基金直销
中心、华商基金官网及 APP、各
大互联网销售平台、各大银行及
券商等机构进行认购。 （杨广）

中国公募基金行业自1998年萌芽破土至今，已经发展了20多年。公募基金行业得到巨大
发展，公募基金经理队伍也不断壮大。这当中，一批实力强劲的女性基金经理成为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羊城晚报记者据同花顺 iFind数据库统计显示，目前，公募基金行业中共有基金经理
2438位，其中女性基金经理共有604位，占基金经理总数的24.77%。在过去十年间，女性基金
经理总数一直维持在24%左右，目前合计参与管理超过5000只基金。

那女性基金经理管理基金成绩
如何？统计数据显示，上述女性基金
经 理 的 算 术 平 均 年 化 收 益 率 为
12.36%，略低于所有基金经理的平均
年化收益率 14.45%。由于大部分女
性基金经理主要管理固收类产品，所
以平均年化收益率并不抢眼。

然而，女性基金经理中也不乏管
理业绩十分优秀的“大牛”。在任职
年限超过 5年的女性基金经理中，算
术平均年化收益率最高的是工银瑞
信基金的袁芳，该基金经理平均年化
收益率为 37.40%。嘉实平衡风格投
资总监常蓁的算术平均年化收益率也
达到37.40%，她旗下管理嘉实消费精
选股票、嘉实回报精选股票、嘉实回报
混合等多只偏股型基金。此外，还有
华安基金陈媛、华夏基金陈文倩、鹏华
基金陈璇淼等算术平均年化收益率超
过30%。

以主动权益基金为例（包括普通
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基金），多位女性
基金经理管理基金时长超过 5年，基
金近 5 年收益率超过 200%。其中，

赵蓓管理的工银前沿医疗股票 A 近
五年收益率（2016 年 3 月 5 日-2021 年
3 月 5 日）为296.44%，位列第一。

另外，从胜率来看，统计的业绩区
间越长，女性基金经理中获取正收益的
人数占比越高。数据显示，近一年有
87.21%的女性基金经理获得正收益，近
五年更是有高达90.74%的女性基金经
理获得正收益。

在女性基金经理中，也有一批在
公募基金投资大潮中崭露头角的明
星基金经理，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中
欧基金的葛兰。葛兰曾被基民们亲
切地称为“兰兰”，她是一位学霸型
基金经理，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在
美国西北大学取得生物医学博士，
具有生物医学专家背景，也擅长在
医药领域进行投资。2014 年 10 月，
葛兰加入中欧基金，业绩也十分出
众。她主要管理的中欧医疗健康混
合，自 2016 年成立以来累积回报率
约为 250%，年化回报率超过 32%，
而另一只中欧医疗创新股票成立刚
满两年，累计回报率超过140%，年化

回报率超过54%。
工银瑞信基金的袁芳也是当前

炙手可热的女性基金经理之一。袁
芳于 2011 年加入工银瑞信，现任研
究部文娱消费研究团队负责人、基金
经理。她的“代表作”是2015年年底
成立的工银文体产业股票，该基金成
立以来的总回报率为 274.29%，任职
年化回报率为 28.93%。在做基金经
理之前，袁芳主要担任研究员，擅长
研究“大消费大文体”领域。

银华基金的张萍尽管管理基金年
限不长，但已有可圈可点的成绩。张萍
毕业后加入中信建投担任食品饮料分
析师，其间曾连续获得新财富最佳分析
师食品饮料团队第三名和第四名。
2015年，张萍加入银华基金，随后进入
李晓星团队，自2018年11月6日起共
同管理银华中小盘基金，并在2018年—
2019年连续获得金牛奖。张萍和李
晓星共同管理的银华盛世精选自张
萍任职以来收益率为 183.20%，任职
年化回报率为56.04%，为投资者创造
了丰厚的回报。

管理规模已超过7万亿元

葛兰袁芳等明星经理扛大旗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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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有常，立民为本。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乡村振兴、促进
农业稳发展、农民稳增收成为热词。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也再次发
出了职教建设的动员令。

如何用小行动推进乡村振兴大战略？在广东，职业教育不仅推进产
教融合，更是发力培养了一批“新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先锋。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发现，广东职业院校承担起乡村振兴的人才培
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有职教师生“领跑”菠萝产业，利用技术和人才，
让小菠萝卖出大价钱；也有职业学院开设“农民班”“村官班”等课程，
职业教育提高了农民素质，让农民转换发展思路，回村规模化、标准

化、智能化办场和开园，发力
助推振兴乡村，让农村
开新道，焕新颜。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
入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
度。”被写入 2021 年政府工作
报告。如今，学校和企业联手
教学已不是新鲜事，当下，又该
如何理解“职业教育适应性”？

在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以
下简称“科贸职院”）党委书记耿
静超看来，职业一定要有适应
性，根据岗位来培养人才，“理论
够用，关键技能一定要到位。”耿
静超表示，毕了业就能上岗，这
是企业所期盼和需求的，因此产
教融合势在必行。

职校对茶产业的人才培养
就是对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写
照。近十几年来，茶产业发展
迅猛，但伴随而来的，是行业
对人才的渴求。科贸职院开
设有茶艺与茶叶营销专业，学
校每年为茶产业提供几百名
毕业生，几乎覆盖了整条茶产
业链。“有种植、加工、销售、茶
文化（推广），我们的毕业生覆
盖行业的全链条。毕业后短
短几年时间，现在已经有十几
个毕业生当上了茶厂厂长。”
耿静超说。

林佳铭 2014 年进入科贸
职院，就读茶叶鉴评与营销专
业，毕业后在伍锡岳等教授的

建议之下，与父亲林炜一起在
潮州创办了“炜业茶园”，并一
直坚持“有机”的发展理念。
在学院老师的帮助下，茶园甚
至自建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避免采茶工洗衣产生的生活
污水影响茶园生态，“他们把

‘有机’做到了极致，这也是在
学校思路基础上的创新。”林
佳铭的老师马力说。

职校的专业培养让林佳铭
拥有广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眼
光。在产品营销方面，结合

“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
“市场+基地”等多种模式，茶
园形成了品牌专卖、连锁营
销、代理营销、代理出口、商超
酒店等多种渠道。

“老师强调过种植资源保
护对产业发展很重要，我一直
记在脑海里。”林佳铭说，为了
保护上世纪 50 年代东凤镇博
士村村民建立的老单丛茶种质
资源圃，在科贸学院的支持下，
他们为每一颗种子都编了“身
份证号”，单丛茶优秀的种质资
源47种8576棵得以完好保存。

现如今，茶园的生意越做
越好。2019 年，茶园产量 2万
斤，销售额 3000 万元；2020
年，茶园产量5万斤，销售额达
到8000万元。

在深圳工作和生活了 10年
的黄礼康，2020 年回到家乡河
源龙川县。在老家，父亲的养猪
场里只有 120 多头猪，没过几
天，还死了十几头。看到年迈的
父亲如此艰难，黄礼康毅然决定
回乡帮父亲办猪场。

“我以前对养猪很反感。一
说养猪，总觉得是很落后的东
西。”黄礼康说，看到父亲养猪
场里没空调的铁皮房、漏水的天
花板、下雨就和泥的土路，黄礼
康觉得自己应该把先进的技术、
设备、管理模式等引进来。2020
年 8 月，科贸职院举办了“高素
质农民培训项目”，听到消息，黄
礼康抢着去，成了第一个报名成
功的学员。

去年9月印发的《职业教育
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要求推动学历教育与职业

培训并举并重，为脱贫致富提供
持续动力。在黄礼康看来，“高
素质农民培训项目”提供了很大
的平台，让他结交到更多同行
——人脉和资源对于刚入“农
行”的他来说是法宝。

几天的培训课程中，让黄礼
康深受触动的是“能力拓展模
块”。“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只能
靠书本的话，创业失败的概率是
很大的。”黄礼康说，培训课程不
仅是讲理论，更是结合了实地考
察的环节。在清远的红茶基地，
黄礼康眼看着一望无际的茶园，
整个人都“惊呆”了，“那简直就
是世外桃源，我真是震撼，让我
感觉农业也可以做得很有规
模。”黄礼康说。

回到父亲的养猪场，黄礼康
花了几十万元让整个猪场面貌

“焕然一新”——场子门口的水

泥路打了几公里，人工投喂饲料
智能化改造为自动送料设备，电
话线、宽带、WiFi、监控等一系列
基础设施全部配备完毕……原来
场子里的100多头猪，变成了如
今的4231头。实现这个跨越，黄
礼康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自己的日子过好了，黄礼康
也没忘了父老乡亲。“我们提供
了很多岗位给本地农民，工资一
个月4000-5000元，这在农村是
少有的。”黄礼康说，未来还想转
型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帮助家乡
落后的面貌进行改造升级。

“中国菠萝看广东，广东
菠萝看徐闻”。但鲜有人知的
是，徐闻以北100公里以外的
遂溪县，还有一个优质菠萝种
植基地——垦院凤梨基地。
这处基地承担着菠萝生产、科
研、教学功能，出品的“垦院凤
梨”品种多、成本低、品质一
流。

这要归功于广东农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农
工商职院”）的产学研一体实
训基地，师生组建的“菠萝团
队”将种植技术、深加工和营
销链条式全覆盖，助力当地菠
萝产业焕发新活力。

“这几年菠萝价格真是
跟过山车一样。”农工商职院
热作科技创新基地主任张祥
会说，2018 年，菠萝收购价 2
分钱一斤都几乎无人问津。
但垦院凤梨收购价这几年却
一直稳中有升，即便在行情最
低迷的 2018 年，也保持着 4
元每斤的收购价，而且“不够
卖的”。

为何这里的凤梨可以“领
跑”？记者采访发现，背后的
科技力量让鲜果实现“优质优
价”。这些年来，张祥会和同
事们一直致力于在生产技术
和管理上革新，栽培优质菠萝
和凤梨。电石配方催花技术、
名优品种种苗繁育技术、花期
营养调控技术、研发菠萝生产
机械化等科技手段让菠萝种
植更加“智慧化”；利用 IT 技
术，学校师生研发出菠萝生产
信息管理平台，用一部手机轻
松管理几十亩菠萝园已成现
实。

农工商职院热带农林学
院办公室主任、副教授万俊及

农产品加工技术团队近年来
还带领学生围绕菠萝深加工
做了不少文章：菠萝酱、菠萝
罐头等都成了师生团队手中
的产品。“借助凤梨这个产品，
对农产品深加工、品牌化，让
学生思考农村问题，也进行品
牌意识教育。”

记者了解到，垦院凤梨全
产业链由农工商职院自主经
营，从生产种植到产品加工，
从品牌打造到平台搭建，从线
下零售到直播带货，师生直接
管理。小小凤梨，让师生走出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路子；依
托优质成果，也为在校学生创
新创业提供了平台；更让职业
教育在改善乡村人民生活品
质、提高乡村建设水平中大放
光彩。

去年疫情期间，农工商职
院热带农林学院2018级园艺
技术学生朱荣朋和她的同学
们在不同直播平台举办四场
直播活动。电商直播带货助
农效果显著，在线观看人数累
计近 2 万人，获得点赞 77 万
次，销售凤梨近7万斤。

村民尝到了甜头，开始向
“小老师们”伸出橄榄枝，虚心
求教。学生们还把影响力辐
射到湛江和梅州的扶贫村，进
行电商人才“扫盲式培养”。

如何凝炼产品特点？后
台如何监控？如何设置播时
奖项？学生们手把手带村民
学直播带货，曾在短短三天内
就教了800多位村民。如今，
当地村民不光学会推介菠萝，
还把廉江红橙、大埔柚子通过
互联网推介到全国各地，让甜
蜜的水果真正变成“甜蜜的事
业”。

领跑菠萝产业
以职教之力振兴乡村

职教培训转观念
返乡做新时代“新农民”

茶产业链全覆盖
毕业生短短几年当上厂长

职教发力培养“新农民”
助推乡村开新道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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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广东科贸职院

毕业生林佳铭在自
家茶园工作

广东农工商职院科技特派员张祥会对农户进行凤梨催花技术指导

3 月 8 日一大早，广东科贸
职院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学员黄
礼康在自家猪场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