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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扫描

风险偏好较高投资者的配置建议

一周封基

创业板指数分级领涨

纳入统计的6只传统封基上周净值普跌，周净

值平均下跌1.15%。 封基二级市场表现优于净值，

平均微跌0.98%，整体折价率缩窄至5.76%。 分级

股基方面，母基金净值整体平均下降1.91%，分级

基金走势分化，跟踪创业板、医疗指数分级领涨，

包括鹏华创业板、华安创业板、富国创业板指数分

级、广发中证医疗等分级基金表现相对较好；另一

方面，跟踪房地产、煤炭、有色等周期板块指数的

分级基金表现落后。

从债基表现来看， 非分级封闭式或定期开

放式债券型基金净值平均涨幅为0.34%， 二级

市场表现优于净值， 平均价格上涨0.155%。 上

周资金面稳定， 货币市场利率整体保持小幅下

行趋势。 随着资金面改善以及春节后债券配置

需求逐步回暖， 上周现券交投活跃度进一步提

升。 （恒天财富）

一周开基

主动股基微跌0.83%

上周市场冲击2900点，最高点达到2911点，

指数出现冲高回落、连续探底的走势。 个股的活

跃度也在不断淡化， 交投非常清淡。 在此背景

下， 开放主动偏股型基金净值上周加权平均微

跌0.83%，不足三成偏股基金周内取得正收益；

10只基金跌幅超过5%。 开放指数型基金净值平

均下跌2.07%，上周周期类板块冲高回落，创业

板的小幅反弹， 跟踪创业板等新兴行业指数指

基表现居前。 QDII基金加权平均净值微跌

0.20%，周内净值跌多涨少，其中跟踪油气、大

宗商品等主题的QDII涨幅居前。 固定收益品种

方面， 开放债券型基金周内净值平均上涨

0.14%，3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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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47%。

个基方面， 偏股基金中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

技周内净值上涨3.27%居首。 开放指数型基金方

面， 融通创业板表现最优， 周内净值上涨1.95%。

开放债基方面，华商信用增强C、华商信用增强A

业绩领先，周内净值上涨0.89%。 （恒天财富）

一周ETF

黄金ETF连续净申购

上周，市场再度走低，上证指数下跌2.22%，场

内ETF逾七成下挫。A股ETF上周总体净赎回2.31

亿份，连续第三周整体净赎回。华安黄金ETF上周

再获1.44亿份净申购， 近三周累计净申购6.97亿

份，规模已翻倍。 业内人士指出，近期全球金融市

场不景气，投资者避险情绪提升，黄金类产品再受

青睐。

上交所方面， 华泰沪深300ETF上周净赎回

1.37亿份，规模降至70.89亿份，周成交额为36.35

亿元；上证50ETF上周净赎回0.33亿份，规模降至

131.40亿份。 深交所方面，创业板ETF上周净申购

0.40亿份， 期末份额为25.47亿份， 周成交额为

52.99亿元。 RQFII方面，南方A50上周净申购0.57

亿份，期末份额升至19.24亿份。 （李菁菁）

ETF融资余额再创新低

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3月10日，两市ETF总

融资余额较前一周下降4.57亿元，至424.62亿元，

再创2015年以来新低；ETF总融券余量较前一周

增长0.07亿份，至3.80亿份。

沪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6.52亿元，周

融券卖出量为0.45亿份，融资余额为377.31亿元，

融券余量为3.46亿份 。 其中，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融资余额为263.65亿元，融券余量为3.11

亿份；上证50ETF融资余额为88.85亿元，融券余

量为0.28亿份。深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1.00

亿元，融券卖出量为0.02亿份，融资余额为47.32

亿元， 融券余量为0.33亿份。 其中， 嘉实沪深

300ETF融资余额为35.92亿元， 融券余量为0.23

亿份。 （李菁菁）

短期风险犹存 着眼长线布局

□招商证券 宗乐 顾正阳

3

月

7

日至

3

月

11

日，

A

股市场各主要指数

出现小幅分化，其间上证综合指数、沪深

300

指数、深圳成分指数、创业板指和中小板指的

涨跌幅依次为

-2.22%

、

-2.44%

、

-1.82%

、

1.46%

和

-1.92%

。 此外，沪深两市成交量继续

萎缩，显示投资者普遍持观望态度。

大类资产配置

两会期间市场消息不断，《政府工作报

告》披露了

2016

年的宏观经济目标：

GDP

增长

目标设在

6.5%-7%

的区间，

CPI

增长

3%

左右，

财政赤字率

3%

。 预计

2016

年广义货币

M2

增

长

13%

左右，城镇失业率目标

4.5%

以内。

此外，国家统计局

3

月

12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1

至

2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

38008

亿元，同比增长

10.2%

，增速比去

年全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比去年四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改变了去年以来投资增速不断

下降的势态，为扩大合理有效投资、促进全年

经济稳定增长奠定了好基础， 打下了良好开

局。 细分来看，

1

至

2

月份制造业投资

11663

亿

元，同比增长

7.5%

，增速比去年全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 其中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速和消费

品制造业投资增速均有所提高， 而高耗能制

造业投资则录得负增长， 显示投资结构继续

改善。

短期看， 市场仍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因

素， 投资者对经济政策和数据的解读也是喜

忧参半，市场仍未出现明显的积极信号，投资

者需防控风险。中长期来看，我们仍维持原来

的观点， 即投资者对

2016

年权益投资的预期

收益应放低，保持足够的资金流动性，在宏观

风险较大的情形下，更多的追求本金安全。

本期建议， 对于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者

来说，偏股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

金和

QDII

基金的资金分配可以依照

4∶1∶4∶1

的

比例中枢进行配置； 对于风险偏好较低的投

资者来说， 则可按照

2∶2∶5∶1

的比例为中枢进

行配置，并根据个人偏好做适当调整。

偏股型基金：

选择成长价值股

选股方面， 在新兴成长股板块中挖掘有

业绩支撑的真成长企业， 在传统行业里发现

处于拐点的业绩反转向好企业， 或许是两大

可以布局的投资主线。 此外，估值较低、业绩

稳定且兼具一定成长性的价值股也是近期抵

御风险的较佳选择。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我

们建议投资者选择那些仓位调整较灵活、防

御能力和选股能力出色的基金， 在有效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 力争获取股市上涨带来的投

资收益。

债券型基金：

注重本金安全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13%

的

M2

增速比

2015

年上调

1

个百分点，说明较宽松的货币政

策没有发生变动。 但是，由于前期债券市场持

续向好，累计升幅已较充分，债市未来的走势

不甚明朗。 我们认为，

2016

年充裕的流动性与

资产荒局面， 对利率债和高等级信用债而言

仍然是较好的环境，但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

对中低等级信用债的配置需更加谨慎。 总的

来看，今年债券投资不会一帆风顺，但仍有较

好的配置价值。 建议投资者在债基标的的选

择上，注重本金的安全性而不是追求高收益。

货币市场基金：

作现金管理工具

货币市场基金方面， 由于流动性宽松的

局面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 短期资金

成本难以回升， 货币基金的平均收益仍将维

持低位。 投资者依然可以将货币市场基金作

为现金管理工具， 在股市和债市没有太好配

置机会之时， 配置货币基金保持资金的安全

和维持较高流动性， 以备在其他市场出现机

会时实现方便快捷地转换。 在选择货币基金

时， 对交易时效要求较高的投资者可以选择

在场内买卖货币

ETF

产品，也可以选择那些申

赎便捷的几只市场占有率较高的货币基金。

QDII基金：

关注美元计价产品

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背景下， 投资者对

海外配置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QDII

基金外汇

额度告急，多只

QDII

基金限制申购，目前已经

投资

QDII

基金的投资者可继续持有。 在具体

选择

QDII

基金时， 投资者可以关注那些以美

元计价的贵金属基金和高票息债券基金。

透过热词看“两会”

深挖主题基金投资机会

□金牛理财网 宫曼琳

2016年两会已进入后半程，每年两会期间

都会流行一些热词，其代表的主题往往会成为

全年的主线主题。 政府导向传递风声，投资者

逐渐紧跟风向，闻风而动。相信供给侧改革、国

企改革等热词大家已不陌生，除此之外，养老、

“互联网+” 、 人工智能等热词带来的热点主

题也值得投资者关注，看准投资机会，顺着政

策利好的导向投资不失为明智之举。

热词一：养老

伴随着两会的深入展开， 多家媒体在总

结两会热词榜时，“养老” 一词多次跻身其

中。 包括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养老” 二字也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出现频

率，全文共提及8次。 除了提到今年将继续提

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以外， 报告还特

别指出了“医养结合” 这一新方向。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也在两会期间表

示，国务院去年已经通过了《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投资管理办法》， 目前正在制定相应的

配套措施和一些细则办法。 这些配套政策会

陆续推出，今年会启动投资运营。

目前我国养老产业极具市场价值。 根据

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

比将升至36.5%，位居全球第三，意味着我国

将进入深度老年化社会阶段， 对养老的需求

也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两会中，我们不

难看出， 政府也在加速向养老产业抛出政策

利好并指出发展新方向， 有力促进养老产业

的迅速发展。 养老产业相关主题基金建议关

注长盛养老健康产业混合、 海富通养老收益

混合A等。

热词二：“互联网+”

根据百度提供的大数据显示，3月5日十

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当天，“互联网

+” 一词的搜索指数为7568，居政府工作报告

五大热词之首。 2016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互联网+” 的提法增加到两处，并且在“大

数据” 和“云计算” 以外被引入了新的内涵，

一是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 ，实现部

门间数据共享， 让居民和企业少跑腿、 好办

事、不添堵。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使人民群众

有更平等的机会和更大的创造空间； 二是发

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 集众智

汇众力的乘数效应。

“互联网+” 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一

概念在2015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

次被李克强总理提出， 但一年以来人们对该

概念的关注度有增无减。 严格来讲，“互联网

+” 并不是万能神药，更多情况下“互联网

+” 是一个提升传统行业的平台和载体，在其

助力下， 其他行业问题会得到更快更好地解

决。 所以“互联网+” 的关键在于加什么和如

何去加。近期两会议题中，与会代表们就提出

了多种方案，例如“互联网+现代农业” 、“互

联网+医药” 、“互联网+中国制造” 和“互联

网+绿色生态” 等。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互联

网+” 将更好地应用于更多传统行业中，为中

国经济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未来“互联网

+” 的投资空间仍然不容小觑。投资者可以对

“互联网+” 相关主题基金进行布局，主动型

基金建议重点关注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长

盛互联网+混合、华商乐享互联混合等。

热词三：人工智能

近日，阿法狗(AlphGo)和李世石的人机

大战更是引爆朋友圈，将智能制造、人工智能

等热词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3月9日开战后，

10日资本市场便做出反应，在沪指震荡走低

的情况下，机器人概念股逆市上涨领涨两市，

科大智能、远大职能纷纷涨停。足见人工智能

概念的受关注程度。

两会中也多次涉及人工智能相关话题。

中国科技部部长针对“人机大战” 评论：“机

器人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它们都能够替代我

们现有的一些已知的工作， 但是在替代的过

程中又创造了新的就业，提高了就业质量，使

更多的人投身于科学研究， 去掌握更多的未

知世界，来创造更好的产品、更好的生活。 ”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全球逐步迈

入工业4.0，中国制造也进入了政策黄金期。

《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为中国制造业开

启了新的历史阶段，把智能提升中国制造业

整体竞争力作为主要目标，开启了中国工业

4.0发展的大幕，在其第一部分提到“我们一

手抓新兴产业培育，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提

升” ，其中新兴产业培育可以理解为发展以

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 属于新兴产业

的公司业务包括有机器人、3D打印、环保设

备和天然气设备等细分业务。 作为工业4.0

的核心，人工智能也备受二级市场关注。 作

为相应热点，投资者可适当关注与智能制造

相关的主题基金， 如华商智能生活混合、华

安智能装备主题股票和华安科技动力混合

等基金。

风险偏好较低投资者的配置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