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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强势拉升 中小盘基金反弹猛

□

本报记者 徐文擎

7月9日A股迎来久违的反弹，连续两天的

强势拉升让饱受煎熬的公募基金也 “重获新

生” 。 金牛理财网数据显示，在477只股票型和

720只混合型基金中，299只基金净值在两天

内涨幅超过10%， 成立于今年6月26日的易方

达瑞享I拔得头筹，涨幅21.1%，华泰柏瑞积极

优选股票和信达澳银精华配置混合分别以

18.59%和17.33%的涨幅分列二三名。

中小盘基金反弹快

7月9日，A股在监管层及各大部委的联合

救市行动中终于止跌反弹， 上千只个股涨停，

再现流动性充裕行情，公募基金也在一个月的

下跌后也首次迎来转机。

具体来看，在主动股票型基金中，192只基

金涨幅超10%， 接近或超过同期上证综指

10.56%的涨幅。 其中，华泰柏瑞积极优选、易

方达中小盘、易方达消费行业、诺德优选30、嘉

实医疗保健、安信消费医药、易方达资源行业、

富国医疗保健行业、工银研究精选、博时精选

名列前十。

在混合型基金中， 区间涨幅超10%的达

102只，为同等涨幅股票型基金的一半。 其中，

易方达瑞享混合I、信达澳银精华配置混合、广

发聚泰混合A、华泰柏瑞量化驱动混合、南方

医药保健混合、北信瑞丰平安中国主题、安信

灵活配置混合、益民品质升级混合、华富国泰

民安灵活配置混合位居前十。

值得注意的是，易方达中小盘和易方达消

费行业，北信瑞丰平安中国、华泰柏瑞量化优

选等数十只基金在6月15日至7月8日的大跌中

跌幅较小、 同时在市场现反弹良机时成功抄

底，获得较大的涨幅。

北信瑞丰副总经理高峰表示，截至9日，市

场开始出现较强的企稳迹象。判断依据主要有

两个方面：首先，杠杆风险已经基本释放完毕。

其次，许多股票已经跌到价值投资区域，甚至

到达去年6、7月这波行情起来之前的价格低

位，投资良机显现。

某基金分析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重

仓中小盘股的股基在这轮杀跌行情中遭遇重

创， 远不如重仓银行等大蓝筹板块的基金抗

跌，但一旦中小盘流动性得到大幅补充，基金

经理又及时准确地在底部位置补仓，反弹速度

将又会大幅超出行业平均水平。

普涨之后将现分化

高峰提到， 市场目前还处在在反弹初期，

在初期股票会呈现普涨局面，但当个股从底部

上涨20%-30%后，就会呈现明显的分化局面，

那些估值合理的优质成长股票，以及和国企改

革相关又真正从中受益的股票值得被青睐并

长期持有。

南方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也赞同分化

行情即将来临的判断。 他认为，没有业绩支撑

的伪成长还需接受时间的长期考验， 而以金

融、建筑为主的大蓝筹前期跌幅小，后期涨幅

空间预计也有限，相较之下。 二线蓝筹的反弹

幅度会更大，看好行业则包括食品饮料、汽车，

医药，商贸零售等。

国金通用基金认为， 未来大盘蓝筹将成

为主要受益品种，目前蓝筹股相比中小板、创

业板估值低，更具吸引力，待经济气候回升大

蓝筹的机会将更加显现。 新兴成长板块值得

继续关注，但成长实力仍需要甄选鉴别，大幅

调整过后，市场将逐步回归理性，优质成长股

将会更大释放投资价值， 伪成长则将会面临

挑战。

北京万博兄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策

略分析师李敬祖说：“普涨之后， 将现强者恒

强的分化局面。 从价值的角度出发，目前时点

可能是未来一年最低的点位，在这个位置买入

一些低估价值股，持续的超额收益空间会很可

观。同时，还有消费类的价值股，盈利和流动性

都是很好，值得挑选。另外，还可以选择成长属

性比较好、创新改革方向明确、上半年财务报

表比较突出、弹性比较大的公司。 经过这轮调

整，这类股票的估值也下降的很厉害，其中有

一些非常绩优的股票值得重配。 ”

鑫元基金：

股市将重建与经济基本面的良性互动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对比2000年、2008年的股市走势，本次上

证指数自6月12日创下本轮5178.19点新高后，

在其后的17个交易日中快速下跌，累计跌幅高

达32.11%，其中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分别下跌

38.99%和39.38%， 即使是比较上世纪90年代

台湾和日本的股市大泡沫破裂后的情景，此轮

股市的下跌速度和幅度也十分罕见。

作为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 鑫元基金认

为，融资盘去杠杆过程形成的恶性循环、流动

性不足以及市场信心缺失是造成本轮暴跌的

主要原因， 但对于支撑本轮牛市的基础———

改革与经济转型的预期依然坚实。 股市作为

资产配置的最为有效手段之一， 随着市场信

心的逐步恢复以及改革红利持续不断的释

放， 股市也将重新建立起与经济基本面间的

良性互动作用。

对此，鑫元基金坚定看好后期市场：一是

监管层持续释放重大利好， 包括暂停IPO、央

行为市场提供流动性、限制恶意做空、号召央

企回购股份等等， 有力缓解了市场的恐慌情

绪的蔓延， 降低融资盘平仓对市场造成的冲

击，推动市场信心的逐步恢复。 二是经济基本

面基本企稳，改革与转型进程也符合预期。 在

传统产业持续低迷下，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各

项改革推进力度较大，如过去1个月内连续发

布《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和《互联网+行

动计划指导意见》两个重要文件，未来产业转

型及新兴产业崛起将是牛市基础的最为有力

的支撑。 三是估值相对合理、融资杠杆率的明

显下降以及投资者理性的回归。 当前全部A

股市盈率 (TTM)从前期高点32倍降至22倍，

隐含收益率明显高于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

随着融资盘持续平仓， 其中券商两融规模从

高峰的2.27万亿元降至1.46万亿元，杠杆率下

降明显，后期市场也会逐步趋稳；同时，经过

此次的调整， 投资者也将更加重视对上市公

司的价值挖掘，降低投资氛围，利于资本市场

长期健康发展。

尽管在过去的17个交易日中，经历过好几

次的千股跌停的罕见局面，但倾巢之下许多被

错杀的股票也开始浮出水面，个股的投资价值

普遍凸显，其产业资本罕见的大范围增持力度

也预示着本轮调整接近结束。每一次投资机遇

都孕育在困境之中， 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鑫

元基金表示坚定看好中国改革与转型，坚定看

好后市。

据悉，鉴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

发展的信心，鑫元基金和公司管理人员都在积

极申购公司管理的基金产品。

平安大华基金总经理罗春风：

优质公司投资价值显现

□

本报记者 黄丽

近日，平安大华基金总经理罗春风接受记

者专访时表示，市场越是喧嚣，专业的机构投

资者则越要理性冷静。

“A股这次短期内大幅下跌， 可能是恐慌

情绪引发的风险预期过度释放， 目前一些被

‘错杀’ 的优质公司，已显现出良好的投资价

值。 蓝筹股已进入估值底部区域，投资价值显

著，成长股也将迎来‘去伪存真、大浪淘金’ 的

机会。近日，多部委相继出台的利好政策，也有

力增强市场信心，使中国证券市场继续沿着稳

健、健康的轨道运行，A股市场将战胜情绪，回

归理性繁荣。 ” 罗春风说。

“我们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 坚定看

好中国经济转型。 改革红利释放、流动性总体

充裕和居民资产配置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改

变，经济企稳向好的趋势更加明显，各项稳增

长、调结构、惠民生措施的持续发力将进一步

夯实市场基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将进一

步激发市场活力。我们机构投资者和客户利益

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资本市场的明天一起努

力坚守，A股的明天会更好。 ” 罗春风说。

罗春风表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已于7月6日正式承诺以2000万固有资金申购/

认购旗下权益类基金， 为市场稳定做出努力。

如同百变“莲花” 、迅猛“灿鸿” 双台风，近日

先后登陆我国东南沿海，虽然短期会带来强风

暴雨，但台风过后，太阳照常升起，如同A股更

加美好的未来。

国泰君安资管1亿元购旗下产品

□

本报记者 朱茵

7月9日，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公司董

事长顾颉表示：“A股市场在经历近一个月的

剧烈调整之后， 原来存在的对市场威胁巨大

的高杠杆问题以及一些股票的高估值问题现

已得到迅速缓解， 一大批优秀的上市公司的

股价已经到了价值投资区域， 这时候我们更

需要的是理智、 冷静和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的信心。 ”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当日发出声

明：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

信心，作为市场主要参与者，国内最大的资产

管理公司之一，我们将与证券资本市场团结一

致，坚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坚持长期投

资、理性投资，齐心协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并

拟于近期申购公司旗下股型产品。

该公司的举措包括公司将出资1亿元自有

资金申购公司旗下股票型产品，并承诺持有一

年；公司鼓励基金经理和其他员工积极出资认

购/申购公司管理旗下的股票型产品。

国开泰富：

长期看好A股发展趋势

国开泰富基金副总经理赵民强日前表

示，作为国开系的一员，我公司将秉承为国

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的宗旨，

长期看好A股市场发展趋势， 着手加紧开

展权益类产品的研发工作， 将以实际行动

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徐文擎）

广发纳指100ETF

今日上市

业内首只实现“T+0” 交易、“T+0” 补

券的基金产品广发纳斯达克指数100ETF

将于7月13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纳斯达

克100是一支具有鲜明成长性特征的指数，

科技和医疗保健占比超过80%。” 广发基金

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广发纳指100ETF基

金经理邱炜介绍，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

具有高科技、高成长的特点，涵盖苹果、微

软、英特尔、百度等知名公司。

邱炜表示，纳斯达克100指数平均市盈

率25倍是比较合理的水平， 但2016年年预

期市盈率只有16.56倍， 仍处于低估水平。

相比传统指数基金， 全新的投资工具ETF

可以像股票一样上市交易，流动性更好、交

易更为方便。 同时，ETF还有单位基金净值

和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两个“价格” ，投资者

可以通过价差进行套利。

“广发纳斯达克100指数ETF” 将启用

深交所RTGS申购模式， 可以实现T+0交

易、T+0补券，是全市场效率最高的ETF。

同时， 广发纳指100ETF赎回时最快

可以T+6日到账，相比普通QDII产品赎回

到账T+8日的， 投资者的流动性明显提

高。 “广发基金通过对连续交易的纳指

100指数期货的跟踪分析， 使得在中国市

场的交易时间内，投资者就可以根据期货

的价格判断出二级市场是否有明显的折

溢价，从而进行相应的套利操作。 ” 邱炜

表示。 （常仙鹤）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混基

今起发售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7月8日公

告称，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将于7月13日起发售，认购金

额起点10元。据悉，该基金为业内首只大数

据券商基金， 将管理人在大消费领域的主

动性研究， 与京东真实及时的大数据结合

起来，致力于寻找消费领域的ALPHA。

在行业配置上， 该基金将结合线下实

地调研和线上大数据挖掘研究进行行业配

置。 “从全球市场经验来看，大消费板块更

具长跑实力，能够大概率穿越牛熊市，带给

投资者长期投资回报。 从目前市场估值来

看，消费板块的估值也更具安全边际。 ” 东

方红京东大数据混合拟任基金经理杨达治

说。 （朱茵）

军工股B今起上市交易

7月8日， 融通中证军工分级基金

（161628）发布上市公告，融通中证军工分

级基金的子份额军工股A(150335)、军工股

B（150336）将于7月13日登陆深交所。

军工股B拥有最高的杠杆比例，初始杠

杆为2倍。 此外，军工股A的约定收益率是

“一年定期存款+4%” 即6.25%，这是市场

上唯一一只“+4%” 的军工分级产品。 A份

额约定收益率越高，B份额的杠杆率越高，

上市后融通中证军工分级的整体溢价率越

高，有利于资金套利。

融通中证军工分级基金经理何天翔向

记者表示：“短期来看， 未来强军政策、国

企改革关键文件等会密集出台， 军工改革

预期增强，该板块将有所表现。 ”（黄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