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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札记 

新价值&新机遇&新活力&宝惠债&宝利债&1-3 年国开债&安盈&安享       基金经理林昊 

基金经理札记 

7 月以来，债券市场收益率加快了下行步伐，各类型债券基金均有不错表现，净值迭

创新高。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充裕的流动性和全球放缓的经济动能，特别是国际地缘政治引

发的高通胀和联储高频次加息的打压手段加剧了海外的衰退风险，外需的减弱带动了国内

无风险利率下行。债券净供给减少和金融机构欠配也在微观投资者结构上，加速了信用利

差和期限利差的收缩，资产荒带来的情绪交易愈演愈烈。 

为了缓解半年末的资金紧张局面，央行于 6月 24日至 30日期间，加大了公开市场逆

回购的资金投放，并于 7月初收回。随后在 7月 4日当天，央行将此前常规的 100亿元逆

回购缩量至 30亿元，引发投资者对于可能收紧的担忧。7月 15日，央行等量续作了 1000

亿的 MLF，缓和了市场的焦虑情绪。同时，在稳增长背景下，财政支出明显加速。今年 1-6

月，剔除地方债净融资后的财政存款减少规模明显超过往年同期，这意味着财政存款加速

转化为企业和个人存款，进而增加市场可用资金。银行间隔夜加权平均利率下行至 1.1-

1.2%，DR007进入 8月进一步下行至 1.3%附近。 

年初起始的俄乌地缘冲突，大幅推升了油气等大宗商品价格，形成了全球高通胀格

局。美联储为了平抑价格指数，自 3月起连续四次加息，累计幅度达到 225BP，联邦基金

利率的目标区间从 0%-0.25%升至 2.25%-2.50%。高通胀叠加联储快速加息，对世界经济造

成了较大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 7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表示，全球经济

增速将从去年的 6.1%放缓至 2022年的 3.2%，这与 4月报告的预测值下调了 0.4个百分

点。外需的走弱与内需的慢复苏，推动了国内无风险利率的下行，截至 8月 5日，1年国



债较 6月末下行 24BP至 1.71%，3年与 5年国开债分别下行 23BP、20BP至 2.39%和

2.59%。 

受积极财政政策推动，今年专项债发行节奏大幅提前，截至上半年末新增专项债发行

规模达约 3.41万亿，完成了全年计划的 93%左右。但实体宽信用进程却“一波三折”，宽

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较为缓慢，大量资金淤积于金融市场追求短久期资产。6月专项债单

月发行规模创历史新高后，地方债开始进入空档期，金融机构抢资产的行为从短久期、低

资质资产蔓延至中长久期中高等级债券。上半年表现亮眼的中短期偏弱品种，如 3年隐含

AA评级债，利差已压缩到较低位置，在 8月表现一般，反倒是优质中长期品种利差在 8月

上旬出现快速收窄，例如 5年 AAA评级以及一些银行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受到了资管类

机构的追捧。5年期利率债与短久期的期限利差也出现了一波大幅度收窄，金融机构的配

置力量凸显。 

往后看，当前我们经济仍然处于慢复苏的初期，向上动能不强，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但终端需求偏弱的格局并未完全扭转。地产投资的恢复需要更多政策的呵护，出口在海外

需求疲软的背景下料逐渐走弱，基建投资将起到托底作用，但形成实体自发性宽信用的效

果仍需要时间。全局性的通胀风险可控，短期或受猪价反弹影响，出现结构性上升，但不

具备持续性。因此，宽松货币政策和机构欠配的情况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延续，债市仍处

于较为有利的投资环境中。 

  



中国经济观察 

重磅定调！下半年楼市怎么走 有方向了！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压实地方政府

责任，保交楼、稳民生。 

短短数十字，确定了下半年房地产领域相关工作重点。而且，多项提法首次出现在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释放重要信号。此番会议明确下半年楼市四大重点方向。 

首提“保交楼”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强调“保交楼”。多位业内专家认为，这是楼市信心恢复的关

键。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保交楼”首次出现在中央重

要会议上，也佐证了下半年，稳民生将占据房地产管理工作的首位。这彰显国家对于房地

产行业管理的出发点，首先是民生保障。 

近一个多月来，多地曝出楼盘“停贷”风波。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研究总监陈

文静指出，当前，“保交楼”问题亟待解决，只有“保交楼”如期推进、经济稳定复苏，楼

市信心和预期继续好转，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才能稳定恢复。她预计，后续各地相关“保交

楼”举措及配套资金将加快落实。 

贝壳研究院市场分析师刘丽杰表示，保交楼关乎社会民生稳定。确保项目有实质性复

工，重建期房业主信心是关键。此次保交楼写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具有极强的指示性和



针对性，可以提振市场预期。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周，银保监会已多次表态，超过 10个

城市也有保交楼相关方向性举措，预计下半年更多地方将会有进一步明确的解决方案，保

障新房市场修复。 

前置“稳定房地产市场” 

此番会议将“稳定房地产市场”置于楼市相关表述的最前端。业内认为，这意味着稳

定房地产市场是下半年调控工作的重中之重。 

今年以来，尽管各地稳楼市政策频出，但房地产各项指标仍处于历史低位。据机构统

计，2022年 1月以来，全国已有超 210个省市从降首付比例、加大引才力度、发放购房补

贴等方面放松了房地产调控政策，政策出台频次超 550 次。而据机构统计，重点 100 城新

建商品住宅成交规模为近几年同期最低水平，同比下降四成左右。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徐高认为，当前我国内需偏弱的主要源头是房地产行业。特别

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在 2021年下半年进入下行通道，至今未明显改观。 

房地产业体量大、产业链长，能拉动上下游 50多个行业。房地产的平稳发展和良性循

环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王小嫱表示，以往重要会

议往往将“房住不炒”放在首句，但这一次将“稳定房地产市场”前置，信号意义不言而

喻。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也认为，楼市不稳定因素包括市场交易疲软、停

工停贷风波、房企债务风险依然较大等。因此，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表述，意味着各地下半

年要把稳定房地产作为核心目标和工作方向，即：要剔除影响房地产稳定的因素，促进房

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 

如何稳定房地产市场，保交楼、稳民生？此番会议明确，要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 

王小嫱表示，“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这一说法也是首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意味

着下半年各地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出台有效政策，加速稳定房地产市场。 

政策工具箱当中有哪些工具？刘丽杰认为，政策工具箱里既会包含需求侧支持政策，

除了限购、限贷、限售等降低购房门槛、降低购房成本外，契税补贴、住房补贴、发放消

费券等促进住房消费的力度也有加大的空间；后期更会侧重供给端的政策支持，例如预售

资金监管的优化、房企纾困政策等。 

在保交楼方面，李宇嘉表示，可能的措施有：筹集基金或发行专项债、将问题项目收

购为保障房、企业破产重组、收并购盘活等。但他指出，这些方案或工具目前尚没有成熟

的模式套用，地方要自行探索和推进使用，要推进“一盘一策”，涉及的主体谁生病谁吃

药，谁出问题谁担责，绝不能等待国家救助、货币大放水来解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会议强调，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严跃进表示，“保交楼”如何开

展、由谁落实已经比较清晰了。大致包括地方党委和政府全局统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密切配合，房企等积极参与复工。不排除下半年中央和各金融部门如政策性银行等，会有

新一轮的保交楼政策推出，在推动房企施工、化解房企债务压力、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等

方面会有积极的进展。 

 “房住不炒”是底线 

此番会议依然强调了“房住不炒”。刘丽杰认为，当前市场预期仍较弱的背景下，预计



下半年地方支持性政策仍会进一步加码，但“房住不炒”仍是底线。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才是支持对象。 

从市场走势来看，据中指研究院统计，7月重点城市市场活跃度较 6月有所下滑。重

点城市 7月成交面积环比下降超 13%，同比下降约 27%，市场企稳仍需时间。 

陈文静认为，下半年，各地需求端政策仍将继续改善。其中，二线城市限购、限贷、

限售等政策或将进一步优化，特别是“认房认贷”政策放松将有助于改善性住房需求释

放，而更多三四线城市的行政限制性政策则有望全面取消。 

不过，“因城施策”仍是政策推进的主要方式，政策不会一刀切地转向，而且一旦热点

城市市场出现过热，仍会有相应紧缩措施出台。 

摘自：东方财富网 

 

 

 

 

 

 

 

 

 

 

 

 

 



基金同业动态 

6 月末公募基金规模 26.79 万亿元 新能源标的成基金调

研考察重点 

基金调研热情高 新能源标的成考察重点 

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调研如火如荼。上海一位基金经理表示，如今正是调研比较密

集的时间段，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更需要安心做研究，积极寻找合适的标的。 

Wind数据显示，截至 8月 2日，7月以来共计 622家上市公司接待了机构的调研，其中

484 家公司获得了公募基金的关注。共有 46 家上市公司接待了超 100 家(次)机构的调研。

从过往情况看，机构的调研动态往往会显露基金经理最新布局的“蛛丝马迹”。新能源、高

端制造产业链成为机构投资者调研的热门赛道。 

中基协：6月末公募基金规模 26.79万亿元 环比增加逾 5000亿元 

8 月 2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尽管 6月末公募基金总份额较 5月

末减少约 1137亿份，但 6月末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 26.79万亿元，较 5月末增加 5310.62

亿元。具体到各类基金看，除货币基金 6月份基金资产净值环比减少外，其他各类基金均有

增加，其中混合基金环比增加约 4000亿元。 

截至 6月末，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 139家，其中，外商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45家，

内资基金管理公司 94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 12

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2家。 

社保基金最新“掘金”方向曝光 聚焦业绩成长性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的陆续披露，社保基金最新的持股路径逐渐浮出水面。截至 8月 2

日收盘，在已公布半年报的 A 股上市公司中，社保基金出现在其中 21 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

股股东名单中。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社保基金的重仓股还与刘格菘、朱少醒、赵蓓等明星基

金经理的重仓股重合，可谓“眼光”高度一致。 

半年大赚近 300亿！“茅王”中报出炉二季度重夺公募 NO.1 

8 月 2日晚间，“茅王”披露了 2022年半年度报告。财报显示，贵州茅台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576.17 亿元，同比增长 17.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7.94 亿元，同比

增长 20.85%，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速远超过 2021、2020两年，接近 2019年

的水平。 

与此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二季度，贵州茅台取代宁德时代重回公募基金第一大

重仓股，包括葛兰在内的多位明星基金经理均对其进行了加仓；此外，海外最大中国股票基

金安联神州 A股基金也自 6月开始增持贵州茅台。 

基金公司对自家产品“移情别恋”？这些基金被逆市增持 

对自家基金经理和产品知根知底的基金公司，用固有资金自购，往往体现出对旗下基金

经理“真金白银”的支持。 

今年二季度，A股市场震荡，但许多基金公司仍然延续年初自购的态势，大举买入旗下

产品。不过，也有基金公司在自购基金持续大跌后赎回，转而买入旗下其他基金经理的产品。 

摘自：证券之星 

 



海外基金视窗 

美国就业市场分化：科技行业谨慎观

望，金融行业等待“飓风”，其他行业用

工荒 

据报道，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亚马逊、Shoify、Pelonton三

家公司曾将员工人数翻了一倍，以应对新冠疫情期间的业务火

爆，投行摩根士丹利也招募员工，应对创纪录规模的 IPO市场，

此外，按揭贷款公司也在大举招募，处理美国低按揭利率带来

的再融资高潮。 

与此同时，达美航空、希尔顿酒店连锁以及不计其数的餐

馆展开裁员潮，原因是新冠疫情影响美国和全球，冲击了他们

的生意。 

现在，情况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弯。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疯狂招聘、以满足客户需求的企业，

面对潜在的美国经济衰退，正在大规模裁减人员，或冻结社会招聘。 

就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那些 CEO 们从疯狂增长的模式切换到了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的担忧模式。在最近的二季度财报发布高潮中，投资人也无数次听到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这个词。 

美国互联网券商 Robinhood 以及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都在去年风光上市，但是最

近各自解雇了 1000多名员工，令人唏嘘不已。 

不过，航空公司、酒店和餐馆的情况则截然相反。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封锁结束之后，他

们的业务开始逐步走向复苏。由于在疫情期间大举裁员，他们现在开始了报复性招聘，以满

《和讯网》8 月 1 日，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在 7 月份均出现自 2020 年以

来的首次连续第二个月下跌。本周一

早盘，油价继续下跌，因投资者准备迎

接本周欧佩克+的产量调节会议。 

《和讯网》8 月 2 日，韩国统计厅 2 日

发布的消费者物价动向资料显示，7 月

韩 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CPI) 为

108.74，同比上涨 6.3%，涨幅创下 23

年零 8 个月来的新高。 

《和讯网》8 月 3 日，多位美联储政策

制定者表示他们还没有结束对抗通胀

的努力，这促使交易员减少了对明年

降息的押注。 

《和讯网》8 月 4 日，英国央行英格兰

银行宣布加息 50 个基点，将基准利率

从 1.25%提高至 1.75%，以抑制通货膨

胀。 

《和讯网》8 月 5 日，美国公布的 7 月

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52.8万人，

创今年 2 月以来最大增幅，为市场预

期的近两倍；美国 7 月失业率录得

3.5%，创 2020年 2 月以来新低。 



足市场需求。不过和两年前的劳工市场（大裁员之前）相比，这些行业现在面临严峻的招工

难、用工荒。 

美国招聘网站 ZipRecruiter 的首席经济学家普拉克（Julia Pollak）表示，在许多不

同的行业，全球性新冠疫情带来了一次百年一遇的罕见情况，导致了资本的重新布局。不过，

这一特殊情况已经消失，现在资本重新布局，回到比较正常的格局。 

对于企业雇主来说，大形势极具挑战。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达到了 40 年来新高，美联

储连续两次把基准利率提高 0.75个百分点，这是 1990 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美联储上调利率，但是这也引发了美国经济将走向衰退的担忧。美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已经符合经济衰退的常规定义，不过美

国经济研究局目前尚未作出经济衰退的官方宣布。 

经济下行的趋势似乎要逐步上演。而就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在一些高风险股票的带领

下，美国主要股指创造历史纪录，一些专家炮轰股市出现泡沫，一些股票的估值相当荒唐。 

比如在去年 11月，美国电动车造车新势力公司 Rivian 公司上市，这家企业没有任何收

入，资本估值却很快攀升到了 1500亿美元。和 Rivian 同步的是，加密货币比特币的币值也

创造了历史记录，接近 6.9 万美元。 

从那之后，比特币的币值已经跌去了三分之二，Rivian 公司的市值蒸发了八成。今年

七月，该公司大裁员，宣布裁减 8%的员工。据悉，从 2020 年晚期到 2022 年年中，这家公

司的员工数翻了五倍，增加至 1.4万人。 

科技业：大裁员，对未来更谨慎 

近期，美国科技公司集中发布二季度财报，裁员和放缓招聘是热门议题。 

在新冠疫情期间，亚马逊急需提升仓库（订单交付中心）服务规模，把员工数翻了一倍。

但是截至二季度末期，该公司累计裁减了 9.9万人，员工总数目前为 152万人。 



加拿大电商巨头 Shopify，裁减了大约 1000 人，占全球全部员工的一成。而在疫情期

间，随着企业纷纷建立电商平台，Shopify 业务火爆，在 2020 年初之后的两年内，员工规

模翻了一倍。 

该公司 CEO 拜厄斯·鲁特克(Tobias Lutke)在给员工的公开信中表示，管理层曾经预

计，新冠疫情将导致实体零售店转型到电商网站的时间将提前 5年，甚至 10年。 

鲁特克写道，从目前看来，这一预测太过乐观。市场状况正在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卢

克表示，乐观预测是他自己的错误，“现在，我们需要调整。” 

Facebook母公司 Meta 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业绩达不到华尔街分析师预期，并预测

将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收入下滑。掌门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表示，现在到

明年，公司将放缓岗位增速。据悉，在疫情期间，Meta 的员工数增加了六成。 

扎克伯格表示，现在进入了一个需要更高效率的时期，他希望公司上下用更少的资源，

完成更多的工作。 

在疫情两年中，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员工数增加了三成。最近，管理层告知员工，

必须更加聚焦、提升工作效率。在有关如何提升效率方面，该公司已开始征集员工合理化建

议。 

谷歌 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公司全员大会上表示，很明显，公司面

临一个极具挑战的宏观大环境，前途莫测，谷歌同仁们应该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干扰，在

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两方面都取得进步。 

没有多少美国公司的境况能够和新上市公司 Peloton 相比。这家公司生产联网健身设

备（动感单车、跑步机等），能够提供网络团课，在疫情封闭期间，Peloton的产品取代了健

身房，人气飙涨。然而自从疫情缓和以来，该公司遭遇了严重的供大于求以及成本失控。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Peloton 员工数翻了一倍。不过今年初，该公司 CEO 易人，

新管理层宣布将裁员两成。 



金融业：等待飓风来临 

疫情期间，美国华尔街业务繁忙，金融公司招募新人，以处理 IPO、收购兼并交易以及

股票增发的高峰。华尔街金融公司也曾经把上述 Peloton 公司的健身器材作为福利发放给

新入职者。 

业务繁忙导致一些新人抱怨，称一周甚至需要工作 100小时。华尔街的银行们也开始在

意想不到的领域招募新人，比如咨询公司或者会计事务所。 

据统计，从 2020年初到 2022年年中，美国六大银行增加了 59757名员工，这相当于在

两年时间里增加了一个“摩根士丹利公司”或者“高盛集团”。 

火爆的不仅仅是投资银行。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发放了数万亿美元的家庭援助资金和小

企业贷款，目的是在疫情封闭期间让经济正常运转。 

人们所担心的债务违约高潮并未发生，美国的银行们反而面对史无前例的存款高潮。据

悉，美国银行业面向普通家庭的贷款业务，坏债率甚至低于疫情之前。 

在一线银行中，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员工增幅最大。从 2020 年初到今年六月，员工数增

长了 29%，到 78386人。不过员工队伍扩张包括一个特殊因素，那就是在首席执行官高德曼

决策下，摩根士丹利并购了资产管理公司 E-Trade以及 Eaton Vance。 

在摩根士丹利的对手高盛集团，在同一时期，员工数增长 22%，至 4.7万人。另外，高

盛集团首席执行官所罗门（David Solomon）也带领企业进入了消费者金融领域，扩张了资

产管理业务，还收购了金融科技公司 GreenSky。 

花旗集团在疫情期间把员工数扩大了 15%，摩根大通银行增加了 8.5%，成为美国员工最

多的金融企业。 

不过，华尔街的好日子未能够持久。今年上半年，美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堪称 50 年来最

差的半年，IPO项目寥寥无几。二季度，美国一线投资银行的收入大幅减少。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高盛集团已经放缓招聘，并且正在考虑恢复年底裁员制度。在银行

业，开支中最大的一项就是人力成本，因此随着市场下滑，裁员就不可避免。 

六月份，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迪蒙（Jamie Dimon）对股东们表示，一场美国经济的

“飓风”已经在路上，摩根大通正在为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未雨绸缪。 

上述招聘网站 ZipRecuiter 的普拉克表示，在金融领域，可能发生大规模裁员的一个板

块是房贷公司。普拉克介绍说，2020年和 2021年，美国房贷（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创造了

历史新低，房地产市场火爆，房价大涨，房地产领域的从业者增加了六成。 

随着房贷业务断崖暴跌，摩根大通银行和富国银行已经解雇了房贷部门的几百名员工。 

普拉克表示，没有人寻求再融资，房产交易量下跌，因此房贷领域的员工数和招聘数都

会下跌，高增长的窗口已经一去不返。 

随着美国基础利率上涨，再加上资本市场市盈率挤掉水分，美国硅谷和华尔街的交集领

域，目前前景尤为暗淡。六月份，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宣布将裁减 18%的员工，以应

对“加密货币寒冬”，该公司甚至取消了已经寄出去的岗位聘书。据悉，在过去的巅峰时期

（2021年之前），该公司的员工数翻了三倍，达到 3730人。 

互联网券商 Robinhood 宣布，计划裁减 23%的员工。而就在三个月之前，该公司刚刚裁

减了 9%的员工。据悉，在 2021年的后三个季度，该公司员工从 2100人增加至 3800 人。 

美国招聘网站 Glassdoor的首席经济学家唐拉斯（Aaron Terrazas）表示，新冠疫情带

来了一种扭曲效应，这种扭曲已经接近尾声，显然，疫情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经济正在恢

复到正常时期，企业需要适应新的现实。 

零售业：内部分化 

在零售行业，情况和上述行业略有不同。在新冠疫情初期，销售生活必需品的零售企业

和其他企业表现大相径庭。 



疫情期间，那些销售生活必需品和生鲜的零售企业，比如塔吉特、沃尔玛等公司获准继

续营业，不过时装店、百货公司等则要求闭店防疫。 

由于销售停止，梅西百货、GAP和科尔百货不得不让绝大多数员工无薪休假。 

不过，随着实体零售场所恢复营业，以及不计其数消费者领到了政府的援助支票，购物

中心和电商网站的需求开始复苏。零售企业以最快速度招聘员工。 

去年八月，沃尔玛宣布给仓库工人提供特别奖金，全额报销员工的大学学费和教材费。

塔吉特也宣布了和沃尔玛类似的教育福利。据悉，从 2020 年初到 2022年年初，塔吉特的员

工数增加了 22%。另外一家零售企业梅西百货也宣布提高时薪待遇。 

对于零售行业，前景太过复杂难以预测。虽然业务复苏，但是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迫使

美国人看紧钱包。 

一些零售商发出业绩预警，称消费需求可能下滑，商品库存可能过剩。GAP表示，优惠

打折促销将影响到第二财季的毛利率。科尔百货削减了二季度业绩展望，原因是消费疲软。

上周，沃尔玛削减了盈利预期值，称食品价格和汽油价格上涨正在导致大众控制消费。 

零售业的广告支出也受到了拖累。图片社交网站 Pinterest 周一表示，第二季度的营收

和利润之所以达不到华尔街分析师预期值，有一个原因时美国大型零售商和中档零售商广告

主需求下降。 

迄今为止，大型零售商并未宣布裁员，不过一些小玩家已经开启裁员模式。Stitch Fix、

7-11便利店、游戏驿站等公司宣布计划裁员，户外炉具制造商 Weber表示，由于销售下滑，

正考虑是否裁员。 

旅行业：十万火急招聘 

在美国经济体中，许多行业开始裁员瘦身。对于航空、餐饮、酒店行业来说，这意味着

他们有更多人才可以选择。新冠疫情冲击之时，这些行业大举裁员，但是目前重新开始招聘。 



不过不能高兴太早，招聘形势并不轻松。以亚马逊为例，虽然最近开始裁员，但是目前

仓库的员工数依然超过两年前。去年，亚马逊把平均时薪上调到了 18 美元，对于一些服务

行业来说，他们开不出这么高的工资。 

希尔顿酒店集团首席执行官纳塞塔（Christopher Nassetta）在五月份的财报电话会议

上表示，自己对于目前的客人服务质量不满意，需要招募更多员工。去年底，旅游业开始快

速复苏，但是希尔顿旗下资产的总员工数，依然比两年前少了三万人。 

客人满意度不高，原因很简单。根据上周麦肯锡公司发布的 2022年夏季旅行趋势报告，

目前美国酒店每个客房的收入，超过了 2020年和 2021 年的水平，即将超过 2019年水平。 

航空业深受疫情打击。在 2020年 11月，美国航空业的员工数下降到 36.4 万人。美国

的航空公司从政府获得了 54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以留住员工共度难关。 

虽然航空公司并未进行主动裁员，但是员工志愿买断则是允许的。达美航空和西南航空

通过买断减少了数千名员工。上个月，达美宣布，自从 2021 年初以来，公司招聘了 1.8万

名员工，相当于之前疫情期间减少的员工人数。 

目前，美国航空业正在千方百计招募和培训新员工，尤其是飞行员。要知道，新入职飞

行员需要培训几个星期，才能符合联邦政府要求。 

达美航空、美国航空、精神航空（廉价航空企业）最近削减了航班计划，协调资源和运

营的挑战。 

达美航空首席执行官巴斯汀（Ed Bastian）在上个月的财报会议上表示，目前公司当务

之急并不是招聘新人，而是培训任务以及旅客体验满意度。 

巴斯汀表示，疫情影响并未完全结束，公司遇到招聘资源不足，以及加班时间太长等问

题。不过接下来，航班运营要确保不超过资源能力，公司将继续加速培训，从而提升运营效

率。 



美国的飞机乘客目前难以高兴。在 7月 4日美国国庆节假期，天气问题和员工不足导致

1.2万个航班被取消。据悉，疫情期间，一些飞行员提前退休，但是现在的业务火爆还并没

有让这些人改变主意重新升空。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傅勒（Joseph Fuller）表示，谈到航空业的用工荒，

航空公司不可能改一个主意，就招募到足够多的行李员或飞行员。一些离开航空业的人士并

不愿意轻易回来，在后疫情时代，他们不接受老板们在劳动环境等问题上高高在上、发号施

令。 

摘自：和讯网 

 

 

 

 

 

 

 

 

 

 



华宝旗下基金 

 股票型 

高端制造 绿色领先 品质生活 高端装备 A 高端装备 C 

混合型 

安享混合 转型升级 安盈混合 宝康灵活配置 宝康消费 

成长策略 创新优选 大健康 大盘精选 第三产业 A 

第三产业 C 动力组合 多策略增长 服务优选 国策导向 

核心优势 红利精选 红利精选 C 新飞跃 新起点 

新优选 价值发现 竞争优势 科技先锋 科技先锋 C 

量化对冲 A 量化对冲 C 绿色主题 A 绿色主题 C 生态中国 

事件驱动 收益增长 万物互联 未来主导产业 A 未来主导产业 C 

稳健回报 先进成长 消费升级 新活力 新机遇 A 

新机遇 C 新价值 新兴产业 新兴成长 新兴消费 A 

新兴消费 C 行业精选 研究精选 医药生物 资源优选 

资源优选 C 可持续发展 A 可持续发展 C 安悦混合 A 安悦混合 C 

债券型 

宝丰债 A 宝丰债 C 宝泓债 宝惠债 宝康债 A 

宝康债 C 宝利债 宝瑞一年定开债 宝润债 宝盛债 

宝怡债 宝裕债 A 可转债 A 可转债 C 双债增强 A 

双债增强 C 增强债 A 增强债 B 政金债 中短债 A 

中短债 C 安宜债 A 安宜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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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型 

1-3 年国开债指数 1-5 年政金债指数 ESG 基金 ESG 基金 C 大数据产业 ETF 

电子 ETF 电子 ETF 联接 A 电子 ETF 联接 C 红利基金 红利基金 C 

沪港深 500ETF 沪深 300 增强 A 沪深 300 增强 C 化工 ETF 化工 ETF 联接 A 

化工 ETF 联接 C 价值 ETF 价值 ETF 联接 价值基金 A 价值基金 C 

金科 ETF 军工行业 ETF 科技 ETF 科技 ETF 联接 A 科技 ETF 联接 C 

券商 ETF 券商 ETF 联接 A 券商 ETF 联接 C 深创 100 深创 100 联接 A 

深创 100 联接 C 食品 ETF 食品 ETF 联接 A 食品 ETF 联接 C 双创龙头 ETF 

双创 50ETF 联接 A 双创 50ETF 联接 C 消费龙头 A 消费龙头 C 新材料 ETF 

新材料 ETF 联接 A 新材料 ETF 联接 C 医疗 ETF 医疗基金 医疗 ETF 联接 C 

银行 ETF 银行 ETF 联接 A 银行 ETF 联接 C 有色 ETF 质量基金 

智能电动车 ETF 智能制造 ETF 智能制造 ETF 联接 A 智能制造 ETF 联接 C 中证 1000 

中证 100A 中证 100C 中证 500 增强 A 中证 500 增强 C 养老 ETF 

消费龙头 ETF 地产 ETF 智能电动车 ETF 联接 A 智能电动车 ETF 联接 C 金融科技 ETF 联接 A 

金融科技 ETF 联接 C 农牧渔指数 A 农牧渔指数 C 稀有金属增强 A 稀有金属增强 C 

国证治理指数 A 国证治理指数 C 港股互联网 ETF 同业存单 中证 100ETF 

货币型 

现金宝 A 现金宝 B 现金宝 E 浮动净值货币 华宝添益 A 

华宝添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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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基金 

海外中国成长 华宝油气 华宝油气 C 华宝油气美元 美国消费 

美国消费 C 美国消费美元 香港本地 香港大盘 A 香港大盘 C 

香港中小 A 香港中小 C 致远混合 A 致远混合 C 富时 100A 

富时 100C     

FOF 基金 

  稳健养老 FOF 稳健目标 FOF  

 

 

 

 

 

 

 

 

 

 

 

 

 

 

 

 

 

 

 

 

  

 

声明：本报告由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内部研究人员合法获得的相关资料编制完成。本公

司不保证报告所载信息之精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中涉及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相关信息并不

能视为本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基金相关信息的正式公开披露，该等信息以本公司正

式公开披露的为准；本报告所引用的本公司内部人员的任何见解，均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任

何建议与暗示。本报告所涉上市公司，不代表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方向。本报告仅供投

资者参考，投资者参照本报告的观点进行投资，责任自负。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进行

基金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基金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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