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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基金

销售热度持续

□

招商证券 宗乐 顾正阳

上周市场在窄幅震荡之后大幅

下挫，11月23日至11月27日， 各主要

股票市场指数均不同程度下跌。上证

指数、沪深300指数、深证成分指数、

中小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分别下跌

了5.3%，5.8%，5.8%，5.6%和5.4%。 总

体来看，11月以来市场较好的表现一

定程度的带动了偏股方向基金的发

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呈现出回升状

态，而保本基金销售持续火爆。

11月23日至11月27日， 共有24

只基金公告成立。 其中，包括1只股

票型基金、14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

金、1只混合型基金、4只债券型基

金、 两只货币市场型基金、1只保本

型基金和1只被动指数型基金，总募

集规模为250.5亿份，平均募集规模

为10.4亿份， 较前一周减少了37%。

富国收益宝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募

集了71.1亿份，为上周之冠。 从募集

时间来看， 东海中证社会发展安全

产业主题指数型基金、 华夏国企改

革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富安达健

康人生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中银

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基金和长信富

安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的

募集时间均超过15天， 而一些灵活

配置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在几

日内售罄。 南方顺康保本基金延续

了保本基金发行的良好态势，2天即

达到25亿的募集上限目标， 提前结

束募集。

截至上周五，已经结束募集但仍

未成立的基金共计15只。 其中，包括

两只股票型基金、6只灵活配置混合

型基金、4只债券型基金、1只货币市

场型基金和两只保本型基金，预计这

些基金将于近期公告成立。从发行周

期来看，招商制造业转型灵活配置混

合型基金、国泰新目标收益保本混合

型基金、工银瑞信中高等级信用债债

券型基金、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型基

金、金鹰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基

金、国投瑞银国家安全灵活配置混合

型基金，和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

型基金募集时间均超过15天。汇添富

达欣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博时裕坤

纯债债券型基金和英大策略优选混

合型基金的发行天数分别为3天、1天

和1天。

截至上周五，共有32只基金仍处

于发行期，投资者仍可认购，其中本

周新增了11只。 从类型上看，本期在

发基金中包括5只股票型基金、16只

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1只混合型基

金、6只债券型基金、1只货币市场基

金、1只保本型基金、1只被动指数型

基金和1只QDII-FOF基金。 随着股

市企稳回暖，产品发行增多，风险偏

好也逐步提升，股票型基金数量出现

上升。

需要注意的是， 根据基金发售

公告，永赢稳益、国富新价值、国泰全

球绝对收益人民币、嘉实腾讯自选股

大数据、建信稳定丰利、德邦纯债18

个月、光大保德信尊尚一年、广发多

策略、前海开源沪港深蓝筹、泰康新

机遇、浙商日添利，以及华润元大中

创100ETF联接这12只基金将于近期

结束募集，有意参与的投资者需抓住

最后的认购时机。

根据最新公告， 本周即将开始

募集的基金共计11只。 其中，包括1

只股票型基金、5只灵活配置混合型

基金、4只债券型基金和1只货币市

场基金。博时裕嘉纯债、博时裕达纯

债、易方达瑞选灵活配置混合、鹏华

丰华债基等4只基金将在下周结束

募集。 有相关配置需求的投资者需

及时认购。

市场突遭“黑色星期五”

基金短期谨慎情绪提升

□

本报记者 黄淑慧

A股在经历了一波阶段性反弹

行情后突遭“黑色星期五” ，部分基

金经理认为， 调整缘于前期积累了

较为可观的涨幅， 同时近期多则利

空消息引发市场避险情绪。 年底前

市场或以震荡格局为主， 要重视投

资的风险收益比。

短期或以震荡为主

上证综指11月27日大跌199.2

点，跌幅达5.48%，中小板指与创业

板指跌幅更是分别达到 6.45%与

6.48%。

长信基金研究发展部负责人高

远认为， 上周五A股暴跌与前期风

险偏好提升过多相关，加之多则利

空消息一起来袭，造成市场担心情

绪蔓延，引发“羊群” 效应。 本轮行

情以来，A股估值提升较快，前期沪

指多次冲击3700点未果，显示目前

市场在3600点以上承受较大压力。

而11月30日新股申购重启，本次新

股申购仍沿用原有打新规则，预计

新股申购冻结资金将超1万亿，旧

规则的高收益吸引大量资金转战

一级市场，对目前以存量资金为主

的市场造成较大压力， 导致 “抽

血” 效应。 与此同时，下周IMF执董

会将决定人民币是否加入SDR，市

场普遍认为人民币被纳入SDR是

大概率事件，对于加入SDR后人民

币汇率贬值的担心导致部分市场

资金出逃。 此外，证监会立案调查

三家券商， 也给市场带来了冲击。

然而，市场资金宽裕的基本面并未

改变，经济层面亦无进一步恶化的

趋势；因此，预计大盘的调整幅度

不会太深。

汇丰晋信基金分析表示，“黑色

星期五” 之后不必过度紧张：监管层

严查券商、 叫停场外衍生品融资对

市场的影响更多的来自对投资者心

理层面； 成长股调整之后累积的风

险得到释放， 有利于市场走的更为

长远； 政策上， 为对冲经济下行风

险，政府预计仍将在财政投资、减税

价格改革简放权等政策发力 ,同时

加强“供给侧改革” 。 另外，目前市

场流动性依旧宽松， 预计短期仍将

以震荡为主，中长期依旧看好。

信诚基金经理郑伟认为， 上周

五行情主要是受主板拖累， 创业板

前期累积涨幅较高，属于合理调整。

短期市场虽然震荡， 但支撑市场中

长期恢复的因素没有变： 从整个社

会的流动性来看，资金非常充裕，社

会融资成本在下降， 地产价格出现

较快上涨， 在所有大类资产均高估

的情况下， 经历了大幅调整的股市

吸引力在增强。

关注新增资金入市

博道投资高级合伙人、 股票投

资总监史伟认为，9月份反弹到现

在，存量资金的加仓已经接近尾声，

公私募的仓位都有明显上行， 所以

反弹的第一波行情大致结束， 震荡

调整也如预期般到来。 在震荡调整

之后， 后市的上涨取决于新增资金

是否入市。 他进一步表示，根据各方

面情况来看， 个人判断增量资金会

入市。 理由有二：其一，股票市场的

风险收益比还是最好的；其二，债券

收益率低、房地产市场低迷，在这种

“资产荒” 的大背景下，银行等各类

机构资金以及个人投资者的资金没

有更好的去处， 最终还是会进入到

股票市场。

不过，在史伟看来，正如短期震

荡回调何时会来以及多大幅度难以

预测一样， 新增资金何时入场同样

不好预测， 但这决定了后市上涨的

幅度。 从操作思路来看，对市场的整

体判断偏正面，还是继续逢低做多。

一是成长股持续看好， 二是低估值

蓝筹股有估值修复的潜力。

海富通国策导向基金经理顾

晓飞则表示，考虑到目前政策面和

资金面都不支持，短期市场再有一

波趋势性行情的可能性不大。 年底

赚钱难度加大， 尤其是创业板，年

初至今已然翻番，目前很难找到好

的投资机会， 年底防御要多于进

攻。 但大方向看，政府重视资本市

场， 博弈资金正在寻找新的平衡

点，未来一定会有机会，但机会何

时出现，在哪儿出现目前时间点不

易判断。

市场大幅下挫

基金减仓为主

□

本报记者 李菁菁

上周A股市场前四个交易日总

体处于震荡，行情波澜不惊，但是

周五在券商板块大幅下跌的带动

下，大盘重挫近200点。随着打新即

将到来，资金提前腾挪令板块轮动

失速；另外，证监会封堵券商5倍衍

生品杠杆业务， 涉及规模达千亿，

或是券商股暴跌的原因。 截至上周

五， 沪指收报3436.30点， 下跌

5.48%， 创业板指收报2649.55点，

上涨6.48%。板块方面，28个申万一

级行业中，全线下跌，其中国防军

工、非银金融、建筑装饰板块领跌。

基金上周大多选择高位减仓，

权益类产品减仓幅度较明显。 截至

11月26日，德圣基金仓位周报数据

显示，偏股型基金除杠杆指数型外

普遍减仓，杠杆指数型基金微幅加

仓0.6个百分点；指数型基金与偏股

混合型基金分别减仓0.54个百分

点和0.55个百分点； 股票型基金减

仓幅度最小， 减仓0.33个百分点至

87.06%；偏债型基金仅转债混合型

微幅加仓0.15个百分点，偏债混合

型基金减仓0.52个百分点幅度居

首， 保本型基金主动减仓0.38个百

分点；债券型基金平均仅减仓0.14

个百分点。 中型基金主动减仓幅度

最 大 ， 减 仓 0.45 个 百 分 点 至

58.42%；大型基金减仓0.24个百分

点； 小型基金主动减仓幅度为0.26

个百分点。

仓位较轻基金平均主动加仓

0.48%， 中等仓位基金也选择加仓

0.14%； 仓位较重基金以及重仓基

金均主动减仓，幅度分别为0.14%、

0.48%。

扣除被动仓位变化后，减仓基

金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其中26只基

金减仓幅度超过5%， 减仓幅度超

过2%的基金达到138只；10只基金

增仓5%以上， 增仓幅度超过2%的

基金仅40余只。

四分之三的基金公司都进行

了主动减仓的操作，重点基金公司

中富国基金、中银基金以及海富通

基金减仓幅度居前，博时基金等公

司仓位增加。

截至11月27日，好买基金仓位

测算周报显示，基金上周配置比例

位居前三的行业是医药、食品饮料

和传媒， 配置仓位分别为5.11%、

4.90%和4.45%； 基金配置比例居

后的三个行业是餐饮旅游、煤炭和

非银金融，配置仓位分别为0.68%、

0.65%和0.39%。基金主要加仓了传

媒、计算机和医药三个板块，加仓

幅 度 分 别 为 1.59% 、1.46% 和

1.21%；主要减仓了综合、有色金属

和家电三个行业，减仓幅度分别为

1.09%、1.21%和1.23%。 行业配置

方面，传媒、计算机和医药三个板

块被公募加仓，而综合、有色金属

和家电板块被公募基金逐渐减持。

德圣基金仓位周报显示，上周

市场维持震荡，板块与主题基本出

现轮动， 所有基金平均收益超过

2%， 绝大部分主动型开放式基金

获得正收益。上周不足三分之一基

金主动增仓，在增仓幅度排名前十

的 基 金 中 ， 仅 鹏 华 消 费 收 益

5.84%，涨幅相对较为亮眼，融通

转型三动力收益3.38%，其余基金

基本未获得超额收益；而在减仓居

前的基金中，仅广发旗下两只基金

广发逆向策略与广发大盘未取得

超越平均的收益，其余基金皆涨幅

居前，其中浦银价值与中银美丽中

国周度收益超过8%。 从数据结果

来看，上周选择落袋为安的基金收

益优异， 主要是由于偏向成长主

题，契合本周市场风格走向；增仓

基金涨幅多数滞后，但其中半数为

指数型与偏债型基金，指数型如信

诚金融指B，受上周蓝筹走弱拖累

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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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风向标

注：（

1

）基金仓位为规模加权平均，基金规模采用最新净值与最近季报份额相乘计算；

因此加权权重以及计入大、中、小型基金的样本每周都略有变化，与前周存在不可比

因素（

2

）大型基金指规模百亿以上基金；中型基金

50

亿

～100

亿；小型基金

50

亿以下。

各类型基金简单平均仓位变动

各类型基金加权平均仓位变动

三类偏股方向基金按规模统计平均仓位变化

各类型基金简单平均仓位变动

简单平均 11月26日 11月19日 仓位变动 净变动

指数基金 93.27% 93.83% -0.56% -0.54%

杠杆指数 91.28% 90.71% 0.57% 0.60%

股票型 87.06% 87.44% -0.38% -0.33%

偏股混合 73.36% 73.99% -0.63% -0.55%

配置混合 59.23% 59.73% -0.50% -0.40%

偏债混合 20.27% 20.86% -0.59% -0.52%

保本型 10.65% 11.07% -0.42% -0.38%

债券型 5.93% 6.09% -0.17% -0.14%

转债混合 0.76% 0.61% 0.15% 0.15%

加权平均 11月26日 11月19日 仓位变动 净变动

杠杆指数 93.92% 93.35% 0.57% 0.60%

指数基金 92.88% 93.62% -0.74% -0.72%

股票型 87.05% 87.37% -0.33% -0.28%

偏股混合 69.05% 69.90% -0.85% -0.77%

配置混合 34.19% 34.50% -0.31% -0.22%

偏债混合 13.38% 14.06% -0.68% -0.63%

保本型 9.82% 9.81% 0.01% 0.05%

债券型 6.75% 6.93% -0.18% -0.16%

转债混合 0.41% 0.36% 0.05% 0.05%

加权平均 11月26日 11月19日 仓位变动 净变动

大型基金 27.16% 27.49% -0.32% -0.24%

中型基金 58.42% 58.97% -0.55% -0.45%

小型基金 77.15% 77.48% -0.34% -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