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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风向标

各类型基金仓位及变化情况（简单平均）

主要市场指数周涨跌幅（%）

各类型基金仓位及变化情况（加权平均）

市场持续调整 基金仓位小幅下降

□

恒天财富研究中心

量化研究部

上周市场持续大跌， 两市成交

继续缩减，资金流出较为明显，恐慌

情绪继续蔓延，市场信心亟待提振。

从全周来看， 主要股指均呈现大幅

下跌走势， 其中沪深300指数下跌

7.22%，上证综指下跌8.96%，深证

成指、中小板指、创业板指也分别下

跌8.18%、7.89%和6.05%。

上周基金仓位较上期末小幅下

降。以简单平均方法计算，上周股票

型基金（不含完完全被动型指数基

金，下同）和混合型基金平均估算

仓位为71.46%，相比前一周小幅下

降了0.15个百分点。 其中股票型基

金仓位达90.17%，下降0.13%；混合

型基金仓位69.6%，下降0.15个百分

点，显示基金经理变得比较谨慎。

细分类型看，股票型基金中，普

通股票型基金、 增强指数型基金仓

位分别为90.08%、93.46%， 分别下

降0.13%和上升0.02%。混合型基金

中， 偏股混合型基金仓位较高，达

85.12%，小幅下降0.16%，平衡混合

型基金、灵活配置型基金、偏债混合

型 基 金 仓 位 平 均 为 69.66% 、

51.82%、18.07%， 相比前一周均小

幅下降， 但整体变化不大。 总体来

看， 仅增强指数型基金以及平衡配

置型基金仓位出现小幅上升， 其余

各类型基金仓位均出现小幅下降。

以净值规模加权平均的方法计

算，上周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平

均估算仓位为68.06%， 相比前一周

下降了2.75%。 加权平均计算的仓位

绝对值小于简单平均结果，显示出净

值规模较小的基金，整体上仓位绝对

值大于净值规模较大的基金。

从监测的所有股票型和混合型

基金仓位的分布来看， 上周基金仓

位在九成以上的占比38%， 仓位在

七成到九成的占比31%， 五成到七

成的占比12%， 仓位在五成以下的

占比19%。从仓位的变化上看，上周

加仓超过2个百分点的基金占比

13%，75%的基金仓位变动幅度在

加减仓2个百分点以内，减仓超过2

个百分点的基金占比12%， 但在总

体上减仓的基金数量略多于加仓的

基金数量。

从2015年以来仓位的变动趋

势来看， 以普通股票型基金以及混

合型基金为例， 目前股票型基金仓

位处于中等水平，高于2015年一季

度， 但小于2015年7、8月份股灾期

间水平。 而操作比较灵活的混合型

基金产品，仓位近半年呈下降趋势，

年底稍有加仓，但整体仓位不高。

分基金公司来看， 目前整体仓

位较高的基金公司为北信瑞丰、东

海、圆信永丰、兴业、信达澳银、平安

大华，仓位较低的有中欧、长安、前

海开源、中原英石、国金、红塔红土。

仓位上升较多的为北信瑞丰、 西部

利得、民生加银、益民、德邦、圆信永

丰、万家，仓位出现下降的为财通、

信达、澳银、国海富兰克林、安信、中

海。 由于数据可能受估算误差及基

金公司产品结构影响， 上述仓位并

不能完全代表各基金公司的真实情

况，仅供参考。

对于后市，恒天财富研究中心认

为，从基本面情况来看，导致近期市

场大跌的负面因素已经有所缓和，熔

断机制已经暂停，人民币贬值速度在

央行干预下也将趋于平缓，大小非减

持压力受到了限制，短期供给扩大的

压力减弱。 因此，短期市场在目前位

置已经处于股灾后震荡箱体的下轨，

估值水平已经呈现出较高的安全边

际，投资者不宜过于恐慌，等待市场

企稳后积极逢低布局。

在2016年市场整体区间震荡

的大背景下，投资者需要降低预期，

控制风险，理性投资，保持耐心，等

待跌出来的机会。 在基金品种选择

上，根据个人风险偏好，从主动管理

能力出发， 以适当仓位布局操作灵

活、 长期业绩稳定的权益类基金是

较好的选择。

■

一周基金发行概况

保本基金销售持续火爆

□

招商证券 宗乐 顾正阳

上周股票市场继续下行，1月11日至1

月15日，各主要股指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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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2%、8.2%、

7.9%和6.1%。 在发基金的产品类型仍以灵

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为主， 保本基金销售持

续火爆。

新成立的基金

1月11日至1月15日， 共有8只基金公

告成立，包括两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两

只债券型基金和4只保本型基金，总募集规

模为132.9亿份，平均募集规模为16.6亿份，

较前一周增加。 易方达保本一号基金募集

了46.3亿份， 为上周之冠。 从募集时间来

看， 中欧数据挖掘多因子灵活混合和平安

大华安心保本的募集时间超过15天； 而鑫

元兴利债券基金、 广发鑫享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博时裕乾纯债基金、易方达保本一号

和南方益和保本的募集时间分别为5天、5

天、1天、1天和1天。

保本基金销售持续火爆， 上周发行的

平安大华安心保本、长城久安保本、易方达

保本一号和南方益和保本这4只保本基金

分别在募集第17天、12天、1天、1天达到了

各自的募集上限，提前结束募集。 4只基金

总规模为120.9亿份，占本周新成立基金总

份额的90%以上。

结束募集的基金

截至上周五， 周内结束募集但仍未成

立的基金共计8只。 其中，包括两只股票型

基金、3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1只债券型

基金、1只保本混合型基金和1只被动指数

型基金，预计这些基金将于近期公告成立。

从发行周期来看， 长信中证能源互联网主

题指数 (LOF)、华富物联世界灵活混合、富

兰克林国海沪港深成长精选股票、 宝盈国

家安全战略沪港深股票和鹏华健康环保灵

活混合募集时间均超过25天。 博时裕腾纯

债基金和东方红睿轩沪港深灵活混合的发

行天数均为两天。

正在募集基金

截至上周五， 共有66只基金仍处于发

行期，投资者仍可认购，其中上周新增了19

只。从类型上看，本期在发基金中包括11只

股票型基金、5只混合型基金、36只灵活混

合型基金、4只债券型基金、1只货币市场型

基金、5只保本基金、3只被动指数型基金和

1只QDII型基金。 在发行数量上，产品类型

仍以“进可攻、退可守” 的灵活配置混合型

基金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基金发售公

告， 长信金葵纯债一年、 景顺长城景盛双

息、前海开源沪港深智慧、红土创新改革红

利、海富通东财大数据、东吴安盈量化、银

华生态环保主题、北信瑞丰中国智造主题、

中邮风格轮动、鹏华添利、鹏华文化传媒娱

乐、长盛医疗行业、万家新兴蓝筹、国联安

科技动力、 博时安和18个月、 西部利得新

盈、嘉实智能汽车、诺安益鑫保本、创金合

信量化多因子、华宝兴业核心优势、汇添富

中证精准医疗， 以及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

等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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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开始募集基金

根据最新公告， 本周即将开始募集的

基金共计10只。其中，包括两只灵活配置混

合型基金、4只债券型基金、1只货币市场型

基金和3只保本型基金。 其中，建信目标收

益一年期债券型基金和易方达裕祥回报债

券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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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近期

A股市场巨幅波动， 投资者对本金安全有

保障的保本基金的需求持续升温， 多只保

本基金都在募集截止日之前提前达到募集

规模上限。因此，欲配置相关保本基金的投

资者需在募集开始的前一至两天就进行认

购，以确保可以及时认购到需要的份额。

市场短期仍处弱势

公募看好新兴产业龙头

□

本报记者 徐文擎

新年刚过两周，市场已经历数

次大幅下挫，呈现明显宽幅震荡格

局。 不少公募基金人士认为，受市

场普遍高估值、人民币汇率仍有贬

值可能以及海外金融市场动荡等

因素影响，2016年A股将是存量资

金不断博弈的市场，整体会出现持

续的宽幅震荡，机构大概率会转向

绝对回报的自下而上的个股投资，

并采取均衡结构、 逆向操作的方

式；投资逻辑将从炒新小奇转为配

置新兴主导产业的龙头。

短期市场仍处于弱势

上周市场跌多涨少，虽然在多

重利好作用下，市场短暂收复3000

点大关，但随后又再次失守。 九泰

基金认为， 虽然1月14日反弹较为

强烈，但市场企稳和大幅反弹的动

力依然不足， 后市仍需保持谨慎。

以下几个因素需继续关注：实体经

济依然处于低位，且短期内未有明

显的企稳回升迹象；汇率贬值预期

依然强烈，可能仍会对股市造成一

定冲击； 从外部经济和市场看，全

球经济依然疲弱，外围市场波动较

大，投资者风险偏好程度可能继续

下降。

泰达宏利基金则表示，国内投

资人依然担心大股东增持意愿和

资本运作意愿下降；同时，人民币

汇率趋势仍旧不明朗， 高盛等外

资行进一步下调人民币币值预

期， 海外投资人配置人民币风险

资产的意愿下降。 短期而言，资本

市场的预期较弱， 缺乏具有定价

权的长期资金进场进行价值投

资，稳定市场预期。 整体市场可能

出现持续宽幅震荡， 机构投资可

能整体转向绝对回报的自下而上

的个股投资。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称，短期市

场仍可能处于弱势，但不改变对春

季行情的预期，悲观可能成为悲观

者的墓志铭。 市场处于弱势的原因

在于， 市场成交量未显著放大，交

易层面上未充分释放做空动力，仍

存在最后一跌。 但是市场对于人民

币贬值的预期过于悲观。 庞大的外

汇储备、 资本项目的仍未开放、经

常项目的顺差以及中国仍是世界

较快的增长体的事实，使得人民币

贬值失控的风险并不存在；市场担

忧的减持高峰事实上的影响可能

也没预期那么大。 按测算，市场累

计约有1.2万亿可减持量，但按常规

15%的比例也仅1800亿元左右。

均衡结构 逆向操作

而对于未来的投资机会，嘉实

基金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邵健在

1月16日的2016嘉实基金远见者投

资策略峰会上分析称， 未来A股机

会将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市场矫枉

过正的投资机会， 即A股市场长期

投资者的缺失、对冲工具的缺乏及

投资者高度的趋同性，易造成市场

过度的方向性波动，从而带来阶段

性投资机会；二是新兴产业的结构

性机会，即互联网、科技、传媒、生

命科学、新材料、先进制造、新兴服

务业等快速增长领域仍将存在较

多结构性机会，尤其是在市场调整

过后； 三是改革带来的投资机会，

即国企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供给

侧改革等的推进可能带来相关领

域的投资机会。

泰达宏利首席策略师庄腾飞

在1月14日的新年投资策略会上

也提到，2016年一季度配置思路

是均衡结构、 逆向操作布局个股，

来自阿尔法的收益将优于贝塔。他

认为，2016年是A股的制度性变化

元年， 市场整体风险偏好会低于

2015年，指数区间波动，投资逻辑

和理念可能渐变，从炒新小奇转为

配置新兴主导产业的龙头，享有估

值溢价。

同时他认为， 站在目前时点

上，如果市场跌破2850点，将是一

次配置机会，未来泰达宏利基金的

投资组合和投资方法也会根据市

场的变化逐步微调。 而根据消费结

构变迁的国际经验，大健康和大娱

乐是未来主导产业的龙头，这些都

是泰达宏利基金关注的中长期投

资方向。 组合结构上，建议维持均

衡， 一方面配置低估值金融地产，

另一方面配置有内生稳定增长的

新兴服务业尤其是医疗服务等，以

及AMC（不良资产处置）方向。 他

认为， 市场的主要风险在于两方

面：国内政策冲击风险，即人民币

一次性汇率贬值带来的风险，以及

海外金融市场风险，即美元加息周

期冲击新兴市场货币。

基金仓位与沪深300走势

分类 本周 上周 加权平均变动

股票型 89.17 88.74 0.44

普通股票型 89.13 88.69 0.44

增强指数型 93.56 93.47 0.09

混合型 66.20 69.13 -2.94

灵活配置型 36.99 41.23 -4.24

偏股混合型 84.92 85.49 -0.58

偏债混合型 12.19 13.80 -1.60

平衡混合型 67.96 67.93 0.03

总计 68.06 70.81 -2.75

分类 本周 上周 简单平均变动

股票型 90.17 90.30 -0.13

普通股票型 90.08 90.22 -0.13

增强指数型 93.46 93.44 0.02

混合型 69.60 69.75 -0.15

灵活配置型 51.82 51.96 -0.14

偏股混合型 85.12 85.28 -0.16

偏债混合型 18.07 18.42 -0.35

平衡混合型 69.66 69.39 0.27

总计 71.46 71.61 -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