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炜 ，

2008

年

7

月至

2011

年

6

月任广发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

研究员，

2013

年

8

月

9

日起

任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

2013

年

11

月

28

日起任

广发亚太中高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

2013

年

12

月

10

日起

任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

2015

年

3

月

30

日起

任广发纳斯达克生物科

技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谭昌杰，

2008

年

7

月至

2012

年

7

月在广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任研

究员，

2013

年

10

月

22

日起，

任广发天天红发起式货币

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4

年

1

月

10

日起任广发钱袋子

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5

年

3

月

25

日起任广发聚

安混合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5

年

4

月

9

日起任广发聚

宝混合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5

年

6

月

1

日起任广发聚

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15

年

6

月

8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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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

QDII香港风景独好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2014年，A股市场迎来绝

地反击，在全球涨幅领先。相比

之下，QDII基金却没那么幸

运，金牛理财网数据显示，截至

2014年12月31日，在可统计的

101只QDII基金中，仅有4只全

年业绩超过20%， 业绩在10%

以上的仅有27只，共有62只获

得正收益。 广发基金旗下股票

型QDII产品全部获得正收益，

其中， 广发美国房地产人民币

和广发美国房地产美元分别以

26.82%和26.42%的净值增长

率位居前列。 凭借对亚太及海

外市场的良好布局， 广发基金

在2014年蝉联“海外投资金牛

基金公司” 。

2015年以来，A股市场继

续走牛，除了主投香港的产品，

投资于海外资产的QDII基金

似乎有些落寞。 在广发基金国

际业务部副总经理邱炜看来，

虽然A股市场成为资金追捧的

热地，但广发旗下QDII基金的

规模并未出现大幅缩水， 说明

国内投资者对QDII的认识更

加科学和理性，QDII本身就是

一种分散风险的配置型产品，

各个地区的QDII会表现出一

定的周期性， 今年欧美市场进

入加息周期，整体表现平稳，但

香港地区的QDII大放异彩，在

沪港通、深港通、基金互认等一

系列政策推动下，港股QDII业

绩再创新高只是时间问题。

美股迎来结构性行情

截至目前， 广发基金形成

了三大QDII产品系列，分别是

美国系列， 包括广发纳斯达克

100指数基金、 广发美国房地

产指数基金、 广发纳斯达克生

物科技指数基金；全球系列，包

括广发全球精选（原广发亚太

精选）、广发标普全球农业（人

民币/美元）、广发全球医疗保

健；亚太系列，有广发亚太中高

收益债券指数基金等。 广发美

国房地产、 广发纳斯达克100

指数基金， 分别是2014年、

2013年的同类业绩冠军，已成

为有口皆碑的明星产品， 获得

投资者青睐。

2014年，基于“美国经济

复苏最为强劲且持续时间较

长” 的判断，广发旗下QDII重

仓持有了美国市场相关股票。

邱炜介绍，2013年至2014年，

全球市场中只有美国经济的复

苏最为确定， 同时量化宽松退

出进度较为缓慢， 受益于积极

的经济基本面和良好的流动性

环境，美股相关指数走势稳健。

从全年来看， 投资于美国的相

关股票型QDII取得正收益，实

现了分散单一区域投资风险的

产品定位。 而美国房地产市场

的复苏又直接使得广发美国房

地产在全年取得超26%的业绩

回报，位列同类QDII第一。

“今年海外市场最大的影

响因素就是美联储加息， 可能

在年底之前会有一次加息，但

不会超过25BP。 ” 邱炜告诉记

者，虽然流动性有所收紧，但欧

洲资金在源源不断地流入，所

以美国市场不会出现紧缩，美

国经济仍然会平稳发展， 美国

股市整体风险不大， 但涨幅可

能收窄。期间，互联网和生物科

技等新兴产业方向的成长股有

望演绎较好的行情。

香港市场价值凸显

今年以来， 在QDII基金

中， 主投港股的品种均取得了

不错的收益， 主要原因在于3

月30日港股“起风” 。 邱炜认

为， 港股4月上涨的主要原因

是估值的差异， 以及中港两地

市场的互联互通。

邱炜认为，港股通、公募放

行和险资放开香港创业板之

后， 政策层面推动两地市场互

联互通， 资金南下的预期再次

发酵。 在深港通放行催化剂的

推动下， 港股有望引发今年以

来的第二波行情。

5月份以来横盘的原因，邱

炜认为， 海外投资者看的是基

本面，觉得中国数据不好，经济

还没有见底， 所以迟迟不敢进

来，甚至有退出。 另外，香港局

势今年还有不确定性因素。

邱炜说，从4月到现在，港

股市场没有跌， 中小股票尤其

是类似于A股的科技股、 医药

股、消费类涨势良好，还有一些

与A股投资逻辑很像的诸如教

育、互联网金融、科技TMT、互

联网+等主题涨幅可观。“与内

地相比， 这些板块的股票估值

便宜，将来会诞生很多牛股，与

中国资产相关的上市公司会有

不错的表现， 因为内地流入的

资金越来越多。 ”

随着A股不断开放，资金

出海的渠道越来越多，海外投

资分散资产风险将成为未来

的一大趋势，而海外配置追求

的是稳健增长的业绩回报，基

金管理公司应不断寻找那些

符合长期增长逻辑的区域和

行业。

广发基金天天红货币

谭昌杰：短端利率存下行空间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虽然股市的火热使得固定

收益市场黯然失色， 互联网货

币基金却因其便利性成为投资

者持续青睐的现金理财工具。

广发天天红便是一只专为与互

联网金融对接打造的产品，自

2013年成立以来分别与腾讯理

财通、零钱宝、广发银行慧存钱

等平台成功对接， 基金规模稳

步攀升。 Wind数据显示，截至

2014年底，广发天天红的规模

由2013年底的21.75亿元增加

至185亿元；收益方面，在过去

的一年中， 广发天天红的七日

年化收益率多数时间维持在

5%附近。在2014年基金业金牛

奖评选中， 广发天天红荣获

“2014年度开放式货币市场金

牛基金奖” 殊荣。

对于今年的投资机会，广

发天天红货币基金基金经理谭

昌杰认为， 债券市场中长端收

益率曲线较为平坦， 但短端利

率仍有下行空间， 下半年会维

持较高的债券比例， 看好短端

收益率下行的投资机会。

资金面无忧

对于货币基金而言， 除了

剩余期限上的区别外， 基金规

模的稳定性是影响产品收益的

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机构投资

者占比越大， 货币基金的稳定

性越差； 反之个人投资者占比

越多，基金规模的变动越小，货

币基金更易取得较高组合收

益。 据广发天天红2014年报显

示 ， 该基金去年持有人达

1885347户， 个人投资者持有

占比高达96.47%，机构投资者

的持有比例不足4%。

广发天天红货币基金经理

谭昌杰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

绍，在产品设计上，广发天天红

主要面向第三方网络平台销

售，以零售客户为主，基本不受

机构客户的申购、赎回冲击，基

金规模相对稳定， 这为基金管

理者提供了诸多便利， 也使得

基金收益保持在合理的偏离度

内， 基金规模的稳定也为业绩

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而形成良

性循环。

在对货币市场影响较大

的资金面方面， 谭昌杰认为，

“只要打新持续， 今年的资金

面还是比较乐观的。” 他表示，

今年以来对于资金利率最大

的冲击都来自新股，只要打新

这种接近无风险的收益率能

维持在6%至8%的水平， 打新

市场的资金还会继续扩张，这

对于维持宽松的资金面是有

帮助的。 前提条件是证监会合

理安排批文的下发时间，控制

新股的缴款时间不跨月。 由于

当前的经济基本面未见好转，

货币政策收紧的概率很小，未

来3到6个月货币政策还会延

续宽松取向。

短端利率向好

去年下半年以来， 股市赚

钱效应凸显， 引起了一场理财

资金的大迁徙。谭昌杰认为，互

联网货币基金具有较好的流动

性，其“天天分红、收益超活

期、赎回快速到账” 的产品特

性使其成为打理闲散资金的利

器， 对于偏爱低风险的投资者

来说颇具吸引力。

在对广发天天红的投资运

作上， 谭昌杰去年以来维持着

较高的债券比例。 “中长端收

益率曲线维持平坦化， 但短端

利率目前来看仍然没有太大问

题。 ” 他说，长端收益率已经

反映了部分降息、降准预期，而

短期的资金利率主要受资金面

影响， 打新的冻结资金目前来

看不会跨月， 打新基金规模近

期扩张较快， 预计会增配一些

短期债券， 所以高等级短融这

类品种的安全性相对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