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险偏好中等投资者的配置建议

市场情绪修复期 灵活配置仓位

□恒天财富 李洋

2

月，

A

股市场人气有所回暖， 开启了一

段反弹历程。 但上周四再现千股跌停，上证

综指跌幅达

6.41%

， 创业板更是大跌

7.56%

。

待证监会澄清利空传闻后，市场出现了企稳

的迹象， 不过市场观望情绪仍较为浓厚，沪

深两市成交量有所缩减。 截至

2

月

26

日，上证

指数月内上涨

1.08%

，收报

2767.21

点，深成指

上涨

1.65%

，创业板指数上涨

1.05%

，中小板

指涨

0.50%

。 行业表现方面，

28

个申万一级行

业涨多跌少，有色金属、农林牧渔和纺织服

装涨幅在

5%

以上，其中有色金属板块月内上

涨

10.68%

，表现居首；通信、银行和非银金融

月内出现不同程度下跌，非银金融板块跌幅

最深为

2.07%

。 从风格指数来看，小盘成长和

小盘价值指数表现较好，大盘指数和大盘价

值指数表现居后。 从特征指数来看，亏损股

和微利股指数表现居前，而低市盈率股指数

月内收跌。

2

月份以来，采取主动操作策略的偏股型

基金业绩较前期有所修复， 指数基金和债券

基金也有不错表现， 而投资海外市场的

QDII

基金整体业绩继续下行。 纳入统计的

1423

只

开放式主动偏股基金

1206

涨

38

平

179

跌，整体

加权平均上涨

1.63%

；

346

只开放式指数型基

金

251

涨

3

平

92

跌，加权平均微涨

0.89%

，跟踪

有色金属板块的指基领涨； 投资海外市场的

117

只

QDII

基金净值

33

涨

3

平

81

跌， 整体加权

下跌

3.10%

（截至

2

月

25

日）， 重点布局油气主

题、香港市场的

QDII

跌幅较深，黄金主题产品

涨幅居前。 固定收益市场方面，节前巨量逆回

购资金滚动到期对流动性带来的压力正逐渐

显现。 央行呵护资金面的意图仍然明显，但货

币市场资金面仍持续处于紧张态势。 在此背

景下，

580

只开放债券型基金（

A/B/C

级分开计

算）

521

涨

18

平

41

跌， 整体加权平均微涨

0.44%

， 转债品种内部分化较大；

89

只理财型

债券基金（

A/B

级分开计算）

2

月以来年化收益

率简单平均为

2.22%

；

329

只货币市场基金月

内年化收益率为

2.26%

，整体优于理财债基。

大类资产配置

我们建议投资者在基金的大类资产配

置上，可采取股债均衡的配置策略。 具体建

议如下：积极型投资者可以配置

30%

的主动

型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 （偏积极型品种），

15%

的主动型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偏平衡

型品种），

15%

的指数型基金，

15%

的

QDII

基

金，

25%

的债券型基金； 稳健型投资者可以

配置

25%

的主动型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偏

平衡型品种），

10%

的指数型基金，

10%

的

QDII

基金，

25%

的债券型基金，

30%

的货币市

场基金或理财型债基；保守型投资者可以配

置

25%

的主动型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

偏股型基金配置：

控仓位灵活配置

春节以后，国内市场在海外风险资产重

挫后率先逐步企稳。 但上周四，前期强势板

块大幅下跌，引起投资者的担忧，叠加各种

利空消息传闻，部分资金离场的决心非常强

烈。 目前两会周期反弹效应仍在，短期市场

仍存反弹预期。 但是目前心理因素上看，上

周四的暴跌对投资者情绪影响极大，市场仍

处情绪修复时期，股指将维持区域震荡的态

势。 考虑到目前场内情绪仍较为谨慎，故在

偏股基金具体的投资策略上，建议投资者控

制仓位，重点关注善于把握结构性行情的灵

活配置型基金的比重，可关注管理人操作风

格灵活、选股能力出色且在震荡市中业绩表

现稳健的基金作为投资标的。

2016

年是“十

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备受

关注，市场普遍预期政策将以暖风为主。 对

于

A

股而言将是重要的风险偏好修复机会，

市场或将走出一波主题性行情。 结合两会热

点，提示投资者关注改革、健康、高端装备等

主题基金投资价值。

固定收益品种配置策略：

中长期看好信用债基

货币市场方面， 节前巨量逆回购资金滚

动到期对流动性带来的压力正逐渐显现，资

金面持续处于紧张态势。 而央行节后逆回购

续作量减少，节后存款回流、央行对部分金融

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等多重因素叠加令

资金面雪上加霜。 虽然当前央行呵护资金面

的意图仍然明显， 央行有意维持的是流动性

的稳定而非流动性的泛滥， 因此高杠杆操作

需要谨慎。 债券市场方面，央行发布的

1

月份

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信贷规模超量投放， 并创

下单月增量历史最高记录， 但债券市场对此

反应平淡。 在市场对信贷投放可持续性和改

善效果存疑的情况下，债市或维持窄幅波动，

交易性投资机会比较突出，中期久期、低杠杆

率、流动性较好的债券将受到市场追捧。 针对

债基的投资策略， 建议投资者权衡风险与收

益两方面的因素， 关注重点配置利率债和中

高评级信用债为主的纯债型基金。 目前信用

风险仍处于不断加大过程中， 建议对中低等

级信用债配置比例较高的债基持谨慎态度。

此外， 虽然可转债短期内经历了一轮大

跌，但仍然偏贵，市场走势面临较大分歧，加之

可转债溢价率相对较高， 投资风险仍然较大，

我们建议投资者谨慎参与转债债基的投资。

封闭式基金配置策略：

维持平衡型封基组合

截至

2

月

26

日，

6

只可比传统封闭式基金

整体折价率较

1

月末缩窄

0.32

个百分点至

8.07%

，整体折价率水平月内变化不大。 在平

均剩余存续期为

1.04

年的背景下，简单平均隐

含收益率

(

按当前市价买入并持有到期按当前

净值赎回的年化收益率水平

)

为

8.46%

。具体到

封基的投资策略，当前市场反复变化，加之大

跌对市场做多信心形成了较大打击， 市场情

绪修复需要一定时日， 市场或将以区间震荡

为主，个股分化也有望加剧。 考虑到封基的整

体折价率水平优势并不突出， 建议投资者短

期更应关注标的基金的选股能力和资产配置

能力， 中长期配置角度做到价值与成长两手

抓，维持平衡型封基组合，并着重关注基金

管理人的中长期投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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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扫描

风险偏好较低投资者的配置建议

风险偏好较高投资者的配置建议

一周开基

主动股基平均下跌4.15%

上周市场在连续盘整后， 上周四遇到杀跌市场

一片狼藉，周五市场超跌反弹，以供给侧改革概念为

主线的资管股成反弹急先锋。 开放主动偏股型基金

净值上周加权平均下跌4.15%， 仅105只偏股基金周

内取得正收益，占比不足一成；共55只基金跌幅超过

10%。 开放指数型基金净值平均下跌4.99%，跟踪周

期类资源股板块的煤炭有色等指基表现较优， 跟踪

创业板等新兴行业指数指基表现相对落后。 本期

QDII基金周内净值跌多涨少， 加权平均净值下跌

1.18%，其中跟踪美国房地产主题的QDII表现相对较

好。 固定收益品种方面，受缴准以及可转债打新资金

引发银行间资金面紧张，上周债市表现整体微跌。 开

放债券型基金周内净值平均下降0.28%， 仅220只基

金实现正收益，重配信用债的债基表现相对较好。 货

币基金收益略高于短期理财债基，最近7日平均年化

收益分别为2.61%、2.18%。

开放主动偏股型基金易方达资源行业周内净值

上涨4.58%居首。 开放指数型基金方面，富国中证煤

炭表现最优，周内净值上涨2.55%。 开放债基方面，金

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天弘债券型发起式业绩领先，分

别上涨0.72%、0.43%。 QDII基金中表现抢眼的是国

泰美国房地产开发，周内上涨3.54%。 （恒天财富）

一周ETF� �

A股ETF中止连续净申购

上证指数上周下跌3.25%，带动场内ETF近八成

下跌。A股ETF上周总体净赎回6.659亿份，终止连续

六周的净申购。 华泰沪深300ETF上周净赎回3.61亿

份，规模降至73.44亿份，周成交额为63.15亿元；中

证500ETF上周净赎回0.52亿份， 规模降至29.63亿

份，周成交15.53亿份；广发300ETF上周净申购1.23

亿份，规模增至3.35亿份。 深交所方面，创业板ETF

上周净赎回3.40亿份，期末份额为27.01亿份，周成

交额为54.21亿元；深100ETF上周净赎回0.30亿份，

期末份额为13.68亿份，周成交额为1.70亿元。RQFII

方面，南方A50上周净赎回0.06亿份，期末份额降至

17.45亿份。 （李菁菁）

ETF融资余额再创新低

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2月25日，两市ETF总融

资余额较前一周下降6.41亿元，至435.23亿元，再创

今年以来新低；ETF总融券余量较前一周增长0.09

亿份，至3.58亿份。

沪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8.38亿元，周融券

卖出量为0.54亿份，融资余额为386.29亿元，融券余

量为3.21亿份。其中，华泰柏瑞沪深300ETF融资余额

为269.09亿元，融券余量为2.78亿份；上证50ETF融

资余额为91.09亿元，融券余量为0.36亿份。

深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0.52亿元， 融券

卖出量为0.02亿份，融资余额为48.95亿元，融券余

量为0.36亿份。 其中，嘉实沪深300ETF融资余额为

37.37亿元，融券余量为0.24亿份。 （李菁菁）

一周封基

传统封基折价率升逾8%

纳入统计的6只传统封基上周净值大幅下跌，周

净值平均下跌5.62%。 上周沪深股市小幅反弹后杀跌，

封基二级市场表现低于净值，平均跌幅为6%，其中3只

产品折价率扩大，整体折价率升至8.07%。 分级股基方

面，母基金净值整体平均下降5.93%，跟踪煤炭、资源、

有色等行业指数主体分级领涨，包括富国中证煤炭、中

融中证煤炭、 鹏华中证A股资源产业等分级基金表现

相对较好；另一方面，创业板等新兴产业指数的分级基

金表现落后，其中华安创业板50、鹏华中证传媒、工银

瑞信中证传媒等母基金周净值跌幅10%以上。

非分级封闭式或定期开放式债券型基金净值平

均涨幅为0.38%，二级市场表现低于净值，平均价格

上涨0.12%。 近日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略微偏紧，再加

上1月信贷扩张现象对债市是较为明显的利空，上周

债市表现一般， 债券分级基金母基金和激进份额平

均净值微跌0.01%和0.32%，其中可转债产品表现出

众，国富恒利分级、中欧纯债添利分级母基金净值分

别上涨0.46%、0.32%。 （恒天财富）

“两会” 预期热 关注周期布局成长

□金牛理财网 何法杰

备受瞩目的2016年全国“两会” 本周将

开幕。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2016

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

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并明确

了“去产能、降成本、去库存、降杠杆、补短

板” 五大目标。 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冲

破经济增长障碍着力点的供给侧改革有望

成为全国两会的重要议题，相关主题基金的

表现值得期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

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和数量。 具体而言，政府需要简政放权，协调

政策制度为经济减负； 市场要清理僵尸企

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

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

产业。

我国传统行业长期以来一直面临严重

的产能过剩，全球经济放缓、国内增速回落

的现实则使得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凸显。

目前我国的产能过剩行业多集中于基础工

业，如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煤炭等。 而

在人口红利渐尽的背景下，房地产行业逐渐

告别高速增长阶段，开始对经济增长造成拖

累，化解房地产库存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另一

大重心。

政策推动成为周期行业困境反转的首要

助力：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钢铁行业、煤炭

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指导意见； 而楼市利好

政策同样频出，降低购房首付、提高公积金存

款利率、 房产交易契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三

箭齐发，以求进一步化解各地库存压力。

去产能、去库存带来的行业并购、集中

度提升等投资机会也开始逐渐反映到资本

市场上来，虽遭遇上周四的大幅下挫，但节

后煤炭、钢铁、有色等行业的涨幅仍均在4%

以上，呈现出右侧投资机会。

在此， 我们根据基金比较基准、 资产配

置、 业绩表现等方面对相关主题基金进行了

筛选。 指数型基金则以跟踪煤炭、钢铁、有色、

能源等细分行业的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分级、

鹏华国证钢铁行业指数分级、信诚中证800有

色指数分级、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以及国泰房

地产行业分级等为代表。 而主动型基金则建

议投资者重点关注易方达资源行业、 华宝兴

业资源优选、景顺长城能源基建等产品。

在传统产业去产能、 去库存的同时，通

过市场手段将生产要素挤向新兴产业、创新

领域，培育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为主的创新经济增长点， 实现经济结构转

型，则同样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目标。

日前央行等八部委也在共同印发的《关

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

干意见》中指出，引导银行业加大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等

的支持力度。 新兴产业中要加大中长期贷款

投入，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重大技术装备、

工业强基工程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在金融支持下，受益于经济结构转型和

消费升级，以新能源、TMT、医药医疗以及

休闲娱乐、健康养老、影视传媒等行业为代

表的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市场潜力有望持续

扩容，投资者可借道相关主题基金进行长线

布局。

其中，消费主题基金以汇添富中证主要

消费ETF、广发消费品精选等为代表；交银

国证新能源指数分级、申万新能源汽车则是

新能源主题基金；医药医疗相关基金则主要

有国泰医药卫生行业指数分级、南方医药保

健、富国医疗保健行业等；追踪TMT、移动

互联、 影视传媒以及新兴产业表现的深证

TMT50ETF、鹏华传媒分级、汇添富移动互

联、建信互联网+、长盛战略新兴产业、中邮

战略新兴产业等主题基金也值得长期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