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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札记 

资源优选&国策导向                                            基金经理丁靖斐 

能源金属：新能源时代的大宗商品 

在新能源产业景气持续向好的推动下，相关产业链股票是 A 股今年表现最好的板块之

一，其中也包括以锂为典型代表的产业链上游资源板块个股。 

锂被称为 21 世纪“白色石油”，是能源金属的典型代表，其价格在过去一年经历了较大

幅度的上涨。以电池级碳酸锂产品为例，其价格在 2020 年中阶段性跌破 4 万元/吨后，自

2020 年 4 季度起迎来持续 2 个季度左右的快速上涨，涨幅超过 100%。究其原因，疫情给产

业带来的变化对锂行业供需的改善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疫情后全球多个国

家对经济“绿色复苏”的政策选择使得新能源产业需求出现加速趋势；另一方面，与其他许

多传统资源行业一样，锂行业新增供应的释放因为疫情带来的干扰普遍被推迟。加速的需求

和被推迟的资本开支出现错配，推动了价格的快速上行。进入 2021 年 2 季度后锂价略有回

调，之后维持平稳。 

因为锂价的周期波动，市场对其应归为周期或是成长性行业的讨论持续存在。实际上，

锂产业高成长和强周期的特性一直是共存的，既有价格的波动，又有持续的量增，未来在其

发展历程中依然将是如此。随着锂电池需求的持续增长，锂行业规模将不断扩张，预计未来

几年将从 2020 年 30 多万吨的规模较快增长至百万吨量级。在此过程中，锂价也许仍将在若

干阶段出现回调或波动，但其作为新能源时代战略资源的地位正越来越清晰。 

与此同时,锂成长为新时代大宗商品的趋势也越来越明确。一方面，如前所述，随着锂

电需求的持续增长，其行业规模将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完善其同质、可交易工

业基础原材料的大宗商品特性，全球多个交易所正陆续上线锂的商品期货。CME 芝加哥商



品交易所已于 5 月 3 日上线氢氧化锂期货合约，LME 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氢氧化锂期货合约也

计划于今年年内推出。而与国内消费特征相匹配，无锡不锈钢电子交易中心则已于 7 月 5

日上线了碳酸锂电子合约。 

实际上，锂只是能源金属的代表之一。随着行业的发展，能源金属的定义也正在不断被

拓宽，比如随着动力电池中高镍化趋势的推进，镍逐渐加入了能源金属的阵营；再比如承载

着社会电气化、智能化梦想的铜及稀土磁材等，随着其新能源需求占比的不断提升，亦有望

逐步加入。这些品种的战略资源地位和大宗趋势也将陆续显现，其长周期的投资机会值得系

统性关注。而未来再随着新能源行业发展对社会产业结构乃至居民消费习惯的重塑，能源金

属的范畴仍可能被进一步拓宽，我们翘首以待。 

 

 

 

 

 

 

 

 

 



中国经济观察 

国常会：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针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

影响，要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基础上，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增强有效性，适时运用降准

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促进综合融资成本

稳中有降。 

会议全文：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推动医保服务高效便民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 月 7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推动医保服务高效便

民；确定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若干政策措施；决定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

推出支持碳减排的措施。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优化医保便民服务，有利于更好保障群众健康、

提升获得感。会议确定，一是重点面向数亿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等群体，加快推进住院、

门诊费用异地就医结算服务，确保今年底前各省份 60%以上的县至少有 1 家普通门诊费用跨

省联网机构、明年底前每个县至少有 1 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二是优化定点医疗机构总额预算管理，推进现有试点形成经验，抓紧

推广。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医药机构，做到一视同仁。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医保服

务，丰富保险品种，提高医保精算水平。规范和压减医保支付自由裁量权，防止医疗机构年

底突击“控费”。三是统一规范和优化医保办理流程，简化办理环节和材料，推行医保报销

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窗办成。依托“互联网+”，实现医保服务“网上办”、“掌上办”。



四是强化全过程监管，完善法规，依法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诱导住院、虚开发票、滥用药物

等行为，守好用好群众“保命钱”。 

会议指出，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有利于促进灵活就业、增加就业岗

位和群众收入。会议确定，一是适应新就业形态，推动建立多种形式、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

益的劳动关系。对采取劳务派遣、外包等用工方式的，相关企业应合理保障劳动者权益。二

是企业应当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督促平台企

业制定和完善订单分配、抽成比例等制度规则和算法，听取劳动者代表等意见，并将结果公

示。不得违法限制劳动者在多平台就业。三是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等行业为重点，开展

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四是建立适合新就业形态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符合条件

的按规定给予补贴。五是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

制。 

会议决定，针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要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基

础上，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增强有效性，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

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同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设立支持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以稳步有序、精准直达方式，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

减排技术的发展，并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在试点基础上，于今年 7 月择时启动发

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下一步还将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以市场机制控

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来源：中国政府网) 

摘自：东方财富网 



基金同业动态 

国开行 80 亿元资金参投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获银保监

批准 

近日，银保监会官网披露《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开发银行参与投资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批复显示，银保监会同意国家开发银行参与投资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80 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9.0395%，所需资金从该行资本金中拨付。 

与此同时，批复还要求国家开发银行，加强对外投资管理，切实防范投资风险，重大事

项及时向中国银保监会报告;坚持“投治”并重原则，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依

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责任和义务，参与重大经营决策，确保基金运行不偏离主业，实

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被提出后，金融助力低碳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 

公开资料显示，国家绿色基金成立于 2020 年 7 月份，注册资本为 885 亿元，由政府部

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 26 家出资主体共同设立。 

其中，财政部既是发起单位之一，也是该基金第一大股东，认缴 100 亿元，持股 11.30%;

长江经济带沿线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共11个省市的财政部门合计认缴186亿元，出资主体为地方财政厅或地方国资委直属国企。 

此前，五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的出资均已获银保监会批准，出资

总规模为 395 亿元。其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出资额均为 80 亿元，



持股 9.04%;交通银行出资额为 75 亿元，持股 8.47%，所需资金从各家银行资本金中拨付。 

此外，三家商业银行也纷纷参与投资，浦发银行、上海银行、上海农商行持股比例分别

为 7.91%、2.26%和 1.13%。 

其余股东包括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分别认

缴 15 亿元、5 亿元、3 亿元;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唯一一家民营企业股东，认缴 1

亿元。 

据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邹首民司长介绍，国家绿色发展基金主要采用股权投资和基

金注资的方式，重点支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节约利用、

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等绿色发展领域。 

而据上海市财政局官网介绍，该基金旨在以市场化方式发挥财政资金带动作用，引导社

会资本支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绿色交通

和清洁能源等领域。 

业内人士指出，与其他方式相比，国家绿色基金有着较高的灵活性、可统筹政府和市场

的力量等优势。国家绿色基金的成立是生态环保、绿色发展领域的重要事件，同时也为 PE、

VC 参与到绿色金融和“碳中和”发展主题，提供了强大的信心和资金来源。 

摘自：证券之星 

 

 

 



海外基金视窗 

 美联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 ：货币政策

将继续提供强力支持 

当地时间周五，美联储向国会提交了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

报告肯定了疫苗接种对美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承诺货币政

策将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报告指出，自疫情爆发以来，美联储坚持进行资产购买，

并且承诺在实现通胀和就业目标前不会加息，这些举措将有助

于确保货币政策继续为经济提供强力支持，直到经济完全复苏。 

周三公布的 6 月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预计将继续向达到

缩减 QE的门槛取得进展，但经济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尚未准

备好制定缩减购债规模的时间表。 

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报告中指出，美国经济仍然受到来自新

冠疫情的压力，就业仍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结

构性变化，例如技术的普及和大量老年人退休。尽管 6 月非农数据超出预期，但劳动参与率

仍然没有起色。对新冠病毒的担忧、儿童保育责任以及失业救济金，可能都是导致劳动参与

率低迷的原因。 

市场调查显示，投资者认为通胀率低于 2%的可能性较低，通胀率高于 3%的可能性略高，

这表明投资者认为近期通胀上行的风险正在增加。对此，美联储表示，如果通胀上升后没有

减弱，它可能会考虑改变货币政策立场。 

在供应链方面，美联储表示，市场需求激增加重了物流负担，部分港口出现了货物堆积

如山的情况，这刺激了物流成本的飙升，而供应紧张导致了木材、汽车和电器等商品价格上

涨。 

《和讯网》7 月 5 日，“双支柱”税改

计划的框架设定等技术性工作预计将

在今年 10 月完成，最快在 2023 年全

面实施。 

《和讯网》7 月 6 日，澳洲联储公布利

率决议澳洲联储将基准利率及 3 年期

国债收益率目标均维持在 0.1%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和讯网》7 月 7 日，据数据提供商

EPFR 统计，今年上半年流入全球股票

基金的资金高达 5800 亿美元，创下历

史最高。 

《和讯网》7 月 8 日，欧洲央行公布策

略评估结果，通胀目标设定为 2%，为

20 年来首次调整。欧洲央行表示，预

计将在 2025年进行下一次战略重新评

估。 

《和讯网》7 月 9 日，美国今年的煤炭

产量将增长 15%，创下自 1990 年以来

最大的增幅，相较于 5 月份预测的 8%

增幅，几乎提高了一倍。 



美联储指出，随着生产商和分销网络渡过难关，预计产量将会上升，价格压力将得到缓

解，例如，木材价格已经从春季末的峰值回落，但彻底解决瓶颈的时间点尚不确定，因为造

成供应链紧张的原因还包括全球供应链和一些行业特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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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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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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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发现 

科技先锋 科技先锋 C 量化对冲 A 量化对冲 C 绿色主题 

生态中国 事件驱动 收益增长 万物互联 未来主导产业 

稳健回报 先进成长 消费升级 新飞跃 新活力 

新机遇 A 新机遇 C 新价值 新起点 新兴产业 

新兴成长 新优选 行业精选 研究精选 医药生物 

智慧产业 转型升级 资源优选 资源优选 C 竞争优势 

新兴消费 A 新兴消费 C 安盈混合 安享混合 安益混合 

债券型 

宝丰债 A 宝丰债 C 宝惠债 宝康债 A 宝康债 C 

宝利债 宝润债 宝盛债 宝怡债 宝裕债 A 

可转债 A 可转债 C 增强债 A 增强债 B 政金债 

中短债 A 中短债 C 宝泓债 双债增强 A 双债增强 C 

宝瑞一年定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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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型 

1-3 年国开债指数 ESG 基金 ESG 基金 C 电子 ETF 红利基金 

红利基金 C 沪深 300 增强 A 沪深 300 增强 C 价值 ETF 价值 ETF 联接 

价值基金 A 价值基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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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龙头 A 

消费龙头 C 医疗 ETF 医疗基金 银行 ETF 银行 ETF 联接 A 

银行 ETF 联接 C 质量基金 中证 1000 中证 100A 中证 100C 

中证 500 增强 A 中证 500 增强 C 食品 ETF 智能制造 ETF 金科 ETF 

沪港深 500ETF 化工 ETF 有色 ETF 新材料 ETF 大数据产业 ETF 

1-5 年政金债指数 智能电动车 ETF 深创 100 双创龙头 化工 ETF 联接 A 

化工 ETF 联接 C 电子 ETF 联接 A 电子 ETF 联接 C 食品 ETF 联接 A 食品 ETF 联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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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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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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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sfund.com/funds/00975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0108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81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526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01029/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5125/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387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404/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003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24001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0131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39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281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500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87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874/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200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609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53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0109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9329/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217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62412/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280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240019/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669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01069/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6241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240014/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405/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560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560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571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680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5985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706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602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5987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636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670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125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638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5971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8833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53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53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55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53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54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549/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24000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24000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067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805/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199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189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24100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6241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844/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148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62415/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9975/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242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6241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0130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6355/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588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0102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612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825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8254/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034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0344/index.shtml


 

华宝旗下基金 

FOF 基金 

 
 稳健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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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