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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变震荡 基金经理静待“市场底”

□

本报记者 李良

春节后A股的强势反弹，一度让

投资者重燃希望。 但好景不长，上周

市场再度陷入反复震荡， 个股走势

颇为微妙。 而在基金经理眼里，目前

市场反弹的基础仍不牢固， 风险是

否再度释放有待观察，A股短期或通

过反复震荡铸就“市场底” 。

谨慎情绪浓厚

从去年6月至今，A股市场经

历了三次不同程度的暴跌，急速降

低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即便近期出

现小幅反弹，但整体谨慎情绪依然

浓厚。

海富通基金认为， 目前市场心

态较为谨慎，除信贷宽松外，反弹基

础并不牢固。 值得关注的是，在政策

方面，稳定市场的力度明显加大，效

果也已显现；在经济基本面方面，维

稳力度同样不断加大。 海富通基金

表示， 市场保持谨慎的根源在于人

民币汇率问题， 大家猜测在两会前

还有风险释放的需求。 而近期，供给

侧改革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两会政

策力度将影响市场情绪。 此外，改革

释放的局部风险是否会蔓延需进一

步确认。

万家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卞勇

表示，总体来看，2016年前两个月货

币增速明显， 房地产去库存政策频

出，叠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减少，

风险偏好降低，推动股市上涨。 但是

经济基本面依然低迷， 叠加前期套

牢盘较大，上涨的持续性可能不足。

大盘短期上涨空间有限，3000点附

近的套牢压力仍然需要警惕。

中欧基金则指出， 尽管市场短

期可能维持弱势， 但投资者无须过

度担忧。 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

月5日，全部A股动态市盈率为15.73

倍， 而2008年四季度金融危机时的

A股动态市盈率低点为13.01倍。 从

市盈率的角度看，A股向下极限空间

约为17%左右。 市净率方面，截至2

月5日，全部A股市净率为2.18倍，而

2008年低点的数据为2.04倍， 向下

空间约为6.4%。

业绩是“王道”

伴随着市场风险偏好的降低，

基金经理的投资重点开始从概念炒

作转向真实业绩。

海富通风格优势混合基金经理

施敏佳表示，今年以来，风险资产的

估值明显下滑， 所以涨幅居前的主

题与去年差异很大。 有业绩、 有估

值、有上涨动力的个股表现更好。 他

表示，行业上看好大消费，机械、电

子、传媒。 此外，关注到维生素、有色

金属、 碳酸锂等产品的价格波动很

大，在去库存的背景下，如果企业扭

亏为盈，会明显提振股价。 对于此前

市场热炒的VR、 计算机等行业，目

前持谨慎态度。

万家基金投资研究部总监莫海

波表示，A股市场两融余额数据企

稳回升， 成交量相比1月有明显放

大。 全球宽松预期叠加政策利好，

大跌后投资者恐慌情绪得到释放，

超调蓝筹股有估值回归需求。 在政

策驱动下，“十三五” 规划以及供

给侧改革相关行业值得长期关注。

另外，年报临近，高送转同时业绩

稳定的公司短期来看是热门投资

标的。

保本基金募集

速度越来越快

□

招商证券 宗乐 顾正阳

上周股市下跌，权益型基金发行

低迷，纷纷延长募集时间。 权益型基

金的认购期均在20天左右，每日募集

份额仅有不到1000万份，而保本基金

的募集时间越来越短。 随着市场动

荡，迷你基金再次涌现。 去年市场下

调以来，不断涌现出规模接近红线的

“迷你基金” 。 去年有超过20只基金

进入或正在进入清盘程序，从目前情

况看，2016年公募基金转型的节奏会

加快。

2月22日至2月26日期间，共有11

只基金公告成立。 其中，包括1只股票

型基金、4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5

只债券型基金和1只混合型基金，总

募集规模为108.2亿份，平均募集规模

为9.8亿份，较前一周减小。 建信目标

收益一年期债券型基金募集了80.0亿

份，为上周之冠。 从募集时间来看，建

信现代服务业股票型基金、华商新兴

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泰达宏利

同顺大数据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基金、长安鑫益增强混合型基金和

建信目标收益一年期债券型基金的

募集时间超过30天，而兴业丰泰债券

型基金、创金合信尊盛纯债债券型基

金和创金合信尊利纯债债券型基金

的募集时间均为两天。

截至上周五， 周内结束募集的基

金共计8只。 其中， 包括1只股票型基

金、 两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1只债

券型基金、1只混合型基金、 两只保本

基金和1只QDII基金，预计这些基金将

于近期公告成立。 从发行周期来看，工

银瑞信物流产业股票型基金、 银华生

态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中

欧明睿新常态混合型基金、 摩根士丹

利华鑫纯债稳定增值18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基金， 以及广发鑫裕灵活配置

混合型基金的募集时间均超过25天，

而南方亚洲美元收益债券型基金、国

投瑞银瑞祥保本混合型基金和招商安

元保本混合型基金分别在募集第12

天、第4天、第2天达到了12亿份、20亿

份、20亿份的募集上限目标，提前结束

募集。

截至上周五，共有38只基金处于

发行期，投资者本周仍可认购，其中

上周新增12只。 从类型上看，本期在

发基金中包括5只股票型基金、20只

灵活混合型基金、4只债券型基金、1

只混合型基金、6只保本基金和两只

QDII基金。 在发产品类型以 “进可

攻、退可守” 的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基金发售

公告，长信富全纯债一年、银河大国

智造主题、 汇丰晋信大盘波动精选、

安信安盈保本、工银瑞信香港中小盘

人民币、富国研究优选沪港深和博时

裕安纯债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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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只，包括4只灵活配置

混合型基金、3只债券型基金、 两只混

合型基金、4只保本基金和两只QDII基

金。其中，两只QDII基金分别为QDII-

被动指数型基金和QDII-FOF基金。

鑫元汇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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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近期基金发行市场的

实际情况， 新发保本基金往往会提前

结束募集。 因此，建议有意向认购保本

基金的投资者需提前准备资金， 及时

认购， 不要等到临近认购截止日再出

手，以免错失认购时机。 通常情况下，

在保本基金认购期限之后所进行的任

何申购都不能享受保本条款保护，投

资者需仔细阅读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的

保本条款，确保本金安全。

市场震荡调整

基金仓位稳定

□

恒天财富研究中心 刘凯

上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主

要股指呈现下跌态势， 其中沪深

300指数下跌3.39%，上证综指下

跌3.25%，深证成指、中小板指、

创业板指分别下跌5.79%、6.12%

和8.87%。

以简单平均方法计算， 上周

全部参与监测的股票型基金（不

含完全被动型指数基金， 下同）

和 混 合 型 基 金 平 均 仓 位 为

65.59%，其中股票型基金仓位达

89.72% ， 混 合 型 基 金 仓 位

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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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9% 、

94.47% ， 分 别 上 升 0.44% 、

0.33%。混合型基金中，偏股混合

型基金仓位较高， 达85.75%，与

前周相比略微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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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9%、

42.58%、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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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2%，与

前周相比维持不变。 上周数据显

示， 简单平均仓位与加权平均仓

位差异不大。

从监测的所有股票型和混合

型基金的仓位分布来看， 上周基

金 仓 位 在 九 成 以 上 的 占 比

32.9%， 仓位在七成到九成的占

比31.3%， 五成到七成的占比

10.2%， 仓位在五成以下的占比

25.6%。 上周加仓超过2个百分点

的基金占比14.4%，29.4%的基金

仓位变动幅度在加仓两个百分点

以内，43.3%的基金仓位变动幅

度在减仓两个百分点以内， 减仓

超过两个百分点的基金占比

12.9%， 在总体上减仓的基金数

量多于加仓基金数量， 显示基金

经理对市场普遍谨慎。

从2015年以来仓位的变动

趋势来看（不含每周仅公布一次

净值的传统封闭式基金）， 目前

股票型基金仓位处于中等偏高水

平，高于2015年一季度，但略小

于2015年7、8月股灾期间水平，

且近期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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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稍有加

仓， 新年熔断股灾后仓位大幅下

降，但近期仓位平稳。

对于后市， 恒天财富研究中

心认为，市场震荡调整期间，投资

者需要谨慎观望，合理控制仓位，

可以关注受益于两会召开的产能

过剩行业和国企改革板块的结构

性机会。

投资策略上关注两条主线：

一是区域主线， 重点关注制造业

和矿产资源集中的省份，如河北、

山西、新疆、黑龙江、辽宁等；二是

行业主线， 重点关注产能过剩和

高库存的行业，如钢铁、煤炭、有

色、水泥、房地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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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投

资者以灵活配置为核心， 采取优

选主题、适度积极的择基策略。

分类 本周 上周 变动

股票型 89.72 89.28 0.43

普通股票型基金 89.59 89.16 0.44

增强指数型基金 94.47 94.14 0.33

混合型 63.56 63.58 -0.02

灵活配置型基金 42.58 42.39 0.19

偏股混合型基金 85.75 85.96 -0.21

偏债混合型基金 15.35 15.26 0.08

平衡混合型基金 72.39 72.13 0.26

总计 65.69 65.67 0.02

分类 本周 上周 加权平均变动

股票型 88.28 88.09 0.19

普通股票型基金 88.23 88.03 0.20

增强指数型基金 94.43 94.09 0.34

混合型 63.29 63.31 -0.02

灵活配置型基金 32.19 31.84 0.35

偏股混合型基金 86.62 86.83 -0.21

偏债混合型基金 10.52 10.96 -0.44

平衡混合型基金 74.14 74.20 -0.06

总计 65.22 65.2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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