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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扫描

ETF两融余额齐降

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5月5日，两市ETF总

融资余额较前一周下降3.57亿元， 至400.56亿

元，再创2015年以来新低；ETF总融券余量较前

一周下降0.42亿份，至4.11亿份。

沪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6.24亿元，

周融券卖出量为0.52亿份， 融资余额为358.07

亿元，融券余量为3.76亿份。 其中，华泰柏瑞沪

深300ETF融资余额为245.31亿元，融券余量为

3.23亿份； 上证50ETF融资余额为88.24亿元，

融券余量为0.49亿份。

深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0.48亿元，

融券卖出量为0.04亿份， 融资余额为42.49亿

元， 融券余量为0.35亿份。 其中， 嘉实沪深

300ETF融资余额为31.66亿元， 融券余量为

0.15亿份。 （李菁菁）

一周ETF� �

A股ETF中止连续净赎回

上周，市场先扬后抑，上证指数下跌0.85%，

场内ETF近七成收跌。A股ETF上周总体净申购

0.46亿份，中止了之前两周的整体净赎回态势。

上交所方面，华泰沪深300ETF上周净赎回

0.98亿份， 规模降至71.57亿份， 周成交额为

24.45亿元； 上证50ETF上周净申购0.25亿份，

规模升至127.26亿份，周成交16.01亿元；中证

500ETF上周净赎回0.27亿份， 规模降至28.89

亿份。 深交所方面，创业板ETF上周净申购1.56

亿份，期末份额为27.77亿份，周成交额为41.99

亿元；中小板ETF上周净申购0.15亿份，期末份

额为6.98亿份，周成交额为13.40亿元。 RQFII方

面，南方A50上周净赎回0.10亿份，期末份额为

19.93亿份。 （李菁菁）

一周封基

白酒指数分级涨幅居前

封基方面，纳入统计的6只传统封基上周净

值2涨4跌， 周净值平均微涨0.42%。 A股仍在

3000点附近进行拉锯战，封基二级市场表现略

优于净值，平均上涨1.27%，整体折价率缩窄至

6.53%。 分级股基方面，母基金净值整体平均微

跌0.81%，分级母基金跟踪白酒、传媒板块涨幅

普遍居前，招商中证白酒周内净值上涨2.63%居

首；另一方面，跟踪煤炭、钢铁板块母基金净值

周内跌幅较深，招商中证煤炭、富国中证煤炭、

中融中证煤炭跌幅超4个百分点，表现偏后。

再从债基表现来看， 非分级封闭式或定期

开放式债券型基金净值平均微涨0.23%，二级市

场表现略好于净值，平均价格微涨0.53%。 节后

现券交投相对冷清，但成交量逐日恢复。收益率

方面，国债到期收益率小幅调整，而各等级各期

限企业债到期收益率普遍回落。 （恒天财富）

一周开基

偏股基金微跌0.11%

上周A股市场先扬后抑， 周五的放量杀跌

将节后“三连阳” 一举吞噬，沪指3000点关口再

次得而复失。在此背景下，开放主动偏股型基金

净值上周加权平均微跌0.11%，689只偏股基金

周内取得正收益， 占比近四成；663只产品净值

下跌，3只跌幅超3%。 开放指数型基金净值平均

下跌4.86%，跟踪煤炭、钢铁、保险板块指数指基

跌幅较深。 本期QDII基金加权平均净值下跌

2.56%，27只净值跌幅在3%以上， 房地产主题

QDII表现较好。 固定收益品种方面， 开放债券

型基金周内净值平均微涨0.18%，491只基金实

现正收益，62只净值下跌。货币基金收益略低于

短期理财债基， 最近7日平均年化收益分别为

2.37%、2.76%。

个基方面， 偏股基金中金鹰主题优势周内

净值上涨4.11%居首。 开放指数型基金方面，中

融中证白酒表现最优，周内净值上涨7.34%。 开

放债基方面，嘉实稳瑞纯债业绩领先，周内净值

上涨5.91%。 QDII基金中表现抢眼的是华夏大

中华企业精选，周内上涨3.64%。 （恒天财富）

职场新人的定制理财方案

□金牛理财网 宫曼琳

毕业季已经近在眼前， 又一批新人们的

职业生涯即将起步， 同时积累人生财富的的

旅程也即将开始，工作后除了诗和远方，还有

眼前的油盐酱醋，怎样聪明地理财，轻松地生

活呢?�本期就和大家讨论一下不同的职场新

人，如何利用基金投资理财。

日常消费还靠货币基金

说到货币基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余额

宝及各种宝宝大家早已耳熟能详。 作为生活

消费基金，我们的目标是：一、不赔钱，二、随

花随取，三、有一定的收益。 货币基金独有的

风险极低，流动性高，收益超越银行活期存款

正好满足上述需求， 适合作为日常生活消费

的投资去处。

那么面对市面上眼花缭乱的各种理财宝

宝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

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 尽量选择规

模较大， 运行时间较长的知名金融机构旗下

的货币基金；选取到账速度较快的货币基金；

适度参考历史业绩（7日年化收益率、近一年

收益率等），投资门槛和计息时段，一般情况

下，选择年化收益率较高，投资门槛较低，按

日计息的货币基金比较划算。

综合上述多条标准筛选， 大家可关注兴

全添利宝、嘉实活期宝和易方达增金宝货币。

杜绝月光选择基金定投

基金定投顾名思义就是定期定额地投资

基金，例如在固定的时间（如每月8日）以固

定的金额（如500元）投资到指定的开放式基

金中，分批投入，积少成多。

一般来看，在没有父母资助的情况下，职

场新人通常在工作几年稳定之后买房买车养

娃，想要到时候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参与基

金定投是不错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基金定投具有三

大优势，适合没空理财、容易月光、不会择时

炒股困难的职场新人。

优势一：摊平成本，消灭择时恐惧症。 基

金定投的独特优势是弱化择时， 是通过支付

时间成本，获得长期的市场平均收益。 其逢低

加码、逢高减码的自动调节功能，使投资者有

效地降低基金份额的平均买入成本， 分散了

单笔投资的择时风险；优势二：强制投资，杜

绝月光。 由于每个月自动扣款，能强制让月光

族们留下一笔钱来做理财， 因此基金定投最

适合的就是用买房买车、 子女教育金等长远

支出；优势三：省时、省力。 定投协议约定好之

后销售机构就会在约定的扣款日自动完成扣

款及申购。 投资者不需要选择时机，快速追涨

杀跌，而是长期持有适时退出，因此不需要实

时关注市场行情，从而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当然选择定投基金并不是 “蒙着眼睛

投” 就能稳赚不赔，投资定投基金有一些小技

巧需要特别注意。

技巧一：挑选合适的投资标的。 尽量选取

成立时间在三年以上的基金； 选择基金排名

优秀且稳定， 同时基金经理多年风格业绩比

较稳定的基金； 技巧二： 选择恰当的赎回时

间。 虽然基金定投轻择时，但是赎回的时间点

却很重要， 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 “止盈不止

损” ，投资者不需要一波动就赎回，尤其是在

下跌末期， 应坚持定投以获取市场的平均收

益。 同时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止盈线，因为只

有落袋才是自己的；技巧三：选取较长的投资

周期。 作为长期投资，至少要坚持一年以上，

最好是坚持一个股市周期， 耐心投完一个经

济循环。

大型基金公司旗下的指数型基金其实就

是不错的投资标的， 因为指数基金主要包含

各个行业的领头羊公司， 因此再长期看其表

现会高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由

于主要是被动投资受基金经理变更的影响较

小，适宜作为定投标的，基金方面，可以关注

博时沪深300指数A、易方达创业板ETF和南

方中证500指数联接等指数基金。

投资主动股基锦上添花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股市投资的“100

减去年龄” 投资法，即如果你今年26岁，那么

你可以将资产的74%（100减去26） 投入股

市。 这一法则是由股神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

姆提出的， 其原理是一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的。 当然原理是

可以活用的， 但其至少说明了加入一定高风

险性投资的必要性。

如果在配置完上述基金后仍有闲钱，可

以拿一部分剩余资产投资于主动股混型基

金作为未来的休闲娱乐资金，可以有效锻炼

自己的投资能力，均衡个人的资产配置。 当

然，和上面的原理一样，需要精选合适的基

金，目前在偏震荡的市场行情下，建议白领

们尽量选择操作较为灵活的混合型基金，关

注基金经理的择时选股能力、 个人风格、历

史业绩表现，同时结合市场热点行情选择合

适的基金。

风险偏好较高投资者的配置建议

风险偏好中等投资者的配置建议

风险偏好较低投资者的配置建议

均衡配置 关注灵活成长基金

□恒天财富 闻群 李洋

在3月大幅上涨后，4月A股主要股指小幅

下跌，其中上证综指下跌2.18%，创业板指数

下跌4.45%。 节后首个交易周A股市场先扬后

抑，上周五的放量杀跌将节后“三连阳” 一举

吞噬，沪指3000点关口再次得而复失。 造成A

股下跌的原因，可能包括投资者认为经济反弹

不可持续，对经济前景仍然担忧；通胀率上升

制约了货币政策宽松空间；信用债市场违约增

加影响市场流动性、 商品期货分流股市资金

等。 4月28个主要行业指数（申万一级行业）

以下跌为主，其中国防军工、计算机行业指数

跌幅超过5%，分别为6.97%和6.35%，采掘、银

行、有色等7个行业指数上涨，其中采掘涨幅最

高，为2.81%。

大类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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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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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选股能力是关键

经济数据方面，一季度经济增速虽然比去

年第四季度小幅回落，但多数数据显示经济出

现企稳回升的迹象，例如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大

幅多增，3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回升，工业企业

利润增速提高，PPI跌幅缩窄，4月PMI指数高

于50分界线（制造业50.1，非制造业53.5），也

显示近期经济前景在好转。 目前A股整体估值

指标处于历史低点， 整体市场处于底部区间，

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

主动偏股型基金投资策略方面，建议投资

者重点关注基金的选股能力，优选基金经理操

作风格灵活、选股能力出色在中长期业绩表现

稳健的基金作为投资标的。此类基金投资风格

上灵活主动， 一方面能够接受新型的市场形

态，勇于介入主题型投资机会，另一方面能够

保持敏锐度和灵活度，能够提前布局主题型机

会以及在主题转换时能够迅速调整。既能把握

投资机会，也能及时调整组合减少系统性风险

的影响。稳健的投资者尽量维持组合风格的均

衡配置，保持低估值蓝筹基金和善于把握结构

性行情的灵活成长基金的均衡配置，尽量选择

仓位调整相对灵活的混合型基金。当然从个基

的选取角度来看， 还应结合基金公司整体实

力、历史投资管理能力进行综合考量。

固定收益产品：

偏防守布局 关注短久期

一季度通胀率快速提高，3月CPI同比涨

幅维持在2.3%的高位，比去年底的1.6%高0.7

个百分点，PPI跌幅也从去年底的5.9%缩窄到

4.3%，蔬菜、猪肉价格涨幅分别达到35.77%和

28.4%，通胀率的提高降低了货币政策放松预

期，带动债券市场收益率上行。 在违约潮冲击

下债券投资者日趋谨慎， 大量基金遭遇赎回

引发流动性紧张，资金利率上升，中低评级和

产能过剩行业的债券需求下降， 信用利差也

有所扩大。 此外“营改增” 增加债券交易成

本、 商品期货上涨加重通胀预期等因素也推

高了市场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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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短

久期， 配置利率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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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债的走势将日趋分化。 建议对中低

等级信用债配置比例较高的债基持谨慎态

度。 当前可转债估值仍然较高,建议投资者谨

慎参与转债债基的投资。 货币基金在长期资

金利率保持较低水平的情况下没有趋势性投

资机会，可以当作现金管理工具。

QDII基金：

价值投资黄金QDII

对于黄金QDII基金已进入价值投资区

间，投资者可适当布局。 当前，超宽松依然是

全球货币当局的主基调，尤其是欧元区、日本

等央行仍在强化负利率政策， 这极大压低了

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 将持续支撑投资者持

有黄金的意愿。 同时， 避险需求依然处于高

位，英国脱欧公投在即，恐怖袭击导致欧洲和

中东局势紧张， 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存

在多重不确定性等都将强化市场避险情绪。

国际金价的上升周期尚未结束， 但投资者需

注意短期的震荡盘整。 未来两个月在美联储

加息预期和快速上涨后的获利回吐压力下，

纽约现货黄金或出现震荡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