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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平均募集规模上升

发行以中低风险产品为主

□

招商证券 宗乐 顾正阳

上周沪深300指数收于3529点， 上涨0.2%。

偏股基金下跌，开放式股票基金平均下跌1.5%；

混合基金下跌1.3%，绝对收益基金下跌0.5%。 被

动偏股基金方面， 指数型基金下跌0.5%，ETF基

金下跌0.6%。 债券基金下跌0.6%，保本基金下跌

0.4%，货币市场基金获得0.03%的收益。

基金发行市场上仍以中低风险产品为主，

债券型基金和灵活配置型基金仍然占据了市场

较大比例。 近日，证监会颁布实施《基金管理公

司子公司管理规定》及《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子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暂行规

定》，前者首次提出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对子公司

的控股比例不得低于51%；后者旨在建立以净资

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 规定了基金公

司子公司的净资本不得低于1亿元人民币、净资

本不得低于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的100%、净

资本不得低于净资产的40%以及净资产不得低

于负债的20%，同时给予了其18个月的达标过渡

期安排。

11月28日至12月2日，共有41只基金公告成

立。 其中，包括16只债券型基金、14只灵活配置

型基金、4只QDII基金、3只货币型基金、3只混合

型基金和1只被动指数型基金， 总募集规模为

456.2亿份，平均募集规模为11.1亿份，较前期有

较大幅度上升。 中银丰润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募集了200.0亿份， 为上周之冠。 从募集时间来

看，富国两年期理财债券型基金、国联安睿利定

期开放混合型基金、泓德泓华灵活配置、华福收

益增强债券型基金、嘉实稳荣债券型基金、嘉实

研究增强灵活配置、嘉实优势成长灵活配置、民

生加银前沿科技灵活配置、 前海开源祥和债券

型基金以及泰康策略优选灵活配置的募集时间

均超过25天，其中嘉实稳荣债券型基金、富国两

年期理财债券型基金以及前海开源祥和债券型

基金的募集时间分别达到了85天、86天及90天；

而博时民丰纯债、 德邦现金宝交易型货币市场

基金、东方臻享纯债、广发汇瑞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基金、广发景华纯债、国联安鑫盛混合型基

金、海富通全球美元收益债券型基金(LOF)、华

安鼎丰债券型发起式基金、汇安嘉汇纯债、建信

鑫悦回报灵活配置、交银施罗德裕隆纯债、金鹰

添富纯债、鹏华沪深港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浦银

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英大睿盛灵活配置、

长城久信债券型基金、 浙商日添金货币市场基

金， 以及中银丰润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的募集

时间均未超过5天。 海富通全球美元收益债券型

基金(LOF)在发行的第1天接近达到了3亿份的

募集上限目标，提前结束募集。

截至上周五， 周内结束募集的基金共计31

只。 其中，包括12只债券型基金、9只灵活配置型

基金、4只货币型基金、3只混合型基金、2只被动

指数型基金以及1只股票型基金，预计这些基金

将于近期公告成立。 从发行周期来看，汇添富长

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景顺长城顺益回报

混合型基金、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天

治鑫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西部利得天

添金货币市场基金、长盛可转债债券型基金、浙

商汇金鼎盈定增灵活配置， 以及中信建投睿利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基金的募集时间均超过

25天； 而工银瑞信丰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

金、广发新常态灵活配置、汇安嘉裕纯债、江信

洪福纯债、交银施罗德天鑫宝货币市场基金、鹏

华普泰债券型基金、西部利得祥运灵活配置、银

华上证10年期国债指数基金、银华上证5年期国

债指数基金、 招商兴福灵活配置、 招商招惠纯

债、招商招琪纯债，以及中银证券安进债券型基

金的募集时间均未超过5天。

截至上周五，共有91只基金处于发行期，投

资者本周仍可认购，其中上周新增40只。 从类型

上看， 本期在发基金中包括38只灵活配置型基

金、27只债券型基金、11只被动指数型基金、7只

混合型基金、4只QDII基金、2只股票型基金以及

2只货币型基金。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基金发售

公告，博时鑫润、工银瑞信国债纯债、工银瑞信

可转债、 广发睿吉定增以及国联安睿智定期开

放等26只基金将于下周结束募集， 有意参与的

投资者需抓住最后的认购时机。

根据最新公告， 即将开始募集的基金共计

35只。 其中，包括15只灵活配置型基金、13只债

券型基金、2只混合型基金、2只QDII基金、2只增

强指数型基金以及1只货币型基金。

明年上半年蓝筹行情将持续

短期可配置资源和防御板块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近期， 大盘蓝筹和创业板走

向分化。 然而气势如虹的蓝筹行

情在周末遭遇利空。 公募基金经

理认为， 蓝筹行情明年上半年将

继续上演， 但是短期在流动性风

险和阶段性调整的压力下， 建议

降低仓位，可配置食品、医药、银

行等防御类板块。

大盘蓝筹行情将持续

华商润丰灵活配置混合型基

金的基金经理鲁宁认为， 蓝筹行

情或在明年上半年继续演进，而

上涨的逻辑还将持续： 一是补库

存周期带动工业产品产业链的边

际改善，从历史上来看，补库存周

期一旦启动，就会持续一年时间，

所以补库存周期对于明年上半年

的经济还将有所支撑； 另一个逻

辑是险资举牌带动资金风险偏好

上升， 保险举牌是保费持续上涨

的情况下，寻找优质资产的行为，

实质上反映的是A股市场优秀上

市公司对于充裕的社会资金的吸

引力。 目前看大类资产配置没有

特别好的去处， 所以这一吸引力

仍将存在， 市场在明年上半年估

值可能仍将上移。

另一位中型基金公司的基金

经理认为， 短期可能对险资举牌

的股票有一定影响， 但是长期看

只要社会流动性充裕， 总会有人

来做这些事情， 只是体现形式不

一样罢了。

市场短期风险在加大

基金经理普遍认为，短期还

是存在风险。 上述中型基金公

司的基金经理认为，年底这段时

间，对流动性的担心是主要的风

险因素。另一家中小型基金公司

的基金经理认为，大盘蓝筹已经

涨幅较高，中字头股票的估值已

经超出历史水平， 恐要调整，而

小股票方面，随着IPO速度在加

快和定增政策的收紧， 壳概念

将一去不复返， 可能带动小盘

票下跌。 该基金经理建议配置

医药、 食品和银行等具备防御

性的品种。

易方达基金经理王超认为，

在目前阶段， 他继续看好资源

类股票的投资机会， 主要的原

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资源品价

格仍然具备向上趋势，大部分资

源品经历了长达5-6年的缓慢

下跌，产能和中间渠道库存已经

有了非常大的改观，资源品的价

格具备长期上涨的趋势。另一方

面，A股市场的资源类个股尚未

完全反映此轮价格上涨为企业

盈利带来的弹性，股票投资者需

要确认价格上涨的持续性之后

才肯给予股票相应的估值，目

前市场仍处于过去几年对大宗

商品的熊市思维中， 对价格上

涨的持续性持怀疑态度。 这一

问题会随着时间推移， 逐步得

到确认， 资源类股票具备持续

的投资性机会。

公募基金仓位微升

□

恒天财富 陈啸林 杨潇毅

上周上证指数高开高走，冲破

3300点后回落， 最终以阴线结束

上周行情。 前半周，上证指数受周

末深港通开通刺激， 跳空高开，随

即上攻，最高达到3301.21点，随后

开始回落，周四反弹后周五再次下

跌， 全周收报3243.84点。 整周来

看，A股各项市场指数多数下跌，

仅沪深300指数上涨。 周线图上，

沪深300指数上涨0.22%， 上证综

指下跌 0.55% ， 深证成指下跌

1.12%，中小板指下跌0.91%，创业

板指下跌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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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7%，相

比前一周微升0.04个百分点。其中

股票型基金仓位为80.71%， 上升

0.37个百分点， 混合型基金仓位

48.18%，与前一周保持持平。

从细分类型看，股票型基金中，

普通股票型基金仓位为80.56%,相

比前一周上升0.34个百分点； 增强

指数型基金仓位93.12%， 上升2.35

个百分点；混合型基金中，灵活配置

型基金仓位上升0.06个百分点，至

36.59%； 平衡混合型基金上升1.94

个百分点，至54.53%；偏股混合型

基金仓位下降0.11个百分点，至

73.22%，偏债混合型基金仓位下降

0.49个百分点，至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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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9%， 上升

了0.07个百分点，其中股票型基金

仓 位 下 降 0.50 个 百 分 点 至

80.59%， 混合型基金仓位上升

0.14个百分点至62.24%。

综合简单平均仓位和加权平

均仓位来看，上周公募基金仓位相

比前一周有所上升，在连续两周下

跌后，止跌回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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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仓位在七成到九成的占

比 32.1% ， 五成到七成的占比

19.7%， 仓位在五成以下的占比

39.7%。 上周加仓超过2个百分点

的基金占比20.6%，26.0%的基金

加仓幅度在 2个百分点以内 ，

31.1%的基金仓位减仓幅度在2个

百分点以内， 减仓超过2个百分点

的基金占比22.3%。

连续七周上涨后，大盘指数有

所调整， 这是指数健康的一种表

现。 从各个指数涨跌上看，蓝筹股

在目前市场环境下，明显更具吸引

力。公募基金仓位与前一周相比微

幅上升， 止住之前连续下跌的势

头，有望企稳并反弹。 从2015年以

来较长期基金仓位的变动趋势来

看 （不含每周仅公布一次净值的

传统封闭式基金），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仓位在连续两周下跌

后，重新稳定下来。

宏观方面，上周14个OPEC的

主要产油国一致同意，将日产油量

减少120万桶， 设定OPEC国家合

计日产油上限为 3250万桶 ，自

2017年1月1日生效。 该协议的有

效期为6个月， 考虑当时的市场状

况和前景，可再延长6个月。这不但

是OPEC国家八年来首次联合减

产， 而且这一上限处于今年9月

OPEC达成减产限制目标3250万

桶至3300万桶的低端。由于目前所

达成的协议减少的产量降幅比之

前预测超出较多，可能将油价推升

至56至60美元/桶。 上周SHIBOR

隔夜利率波动先抑后扬，从2.231%

上涨至2.265%；10年期国债收益

率从2.857%上涨到2.905%。 在各

类期限的国债中，各类期限国债收

益率企稳回升，5年期及20年期国

债收益率提升较为明显，进入新一

轮上涨通道。 短期来看，央行保持

公开市场操作(OMO)净投放，并再

次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展现了平抑短期货币市场波动、维

护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决心。中期来

看，央行继续锁短放长来抬升资金

成本。 长期来看，耶伦上周所展现

的加息态度非常坚决，市场进一步

消化后，美元后续走强是极大概率

事件，美债被大量抛售，投资者需

谨慎控制对于债券的配置比例。

在具体基金品种选择上，投资

者依然需要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来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建议进

取型投资者可逢低适当增配持有

低市盈率蓝筹股较多的基金，但要

顾及年末市场资金面的压力。稳健

型投资者仍然均衡配置各大类资

产，分配好资产中股票、债券以及

货币资金比例。

主要市场指数周涨跌幅（%）

分类 上周 前一周 变动

股票型 80.71% 80.34% 0.37

普通股票型基金 80.56% 80.22% 0.34

增强指数型基金 93.12% 90.77% 2.35

混合型 48.18% 48.18% 0.00

灵活配置型基金 36.59% 36.53% 0.06

偏股混合型基金 73.22% 73.33% -0.11

偏债混合型基金 12.26% 12.75% -0.49

平衡混合型基金 54.53% 52.59% 1.94

总计 51.57% 51.53% 0.04

分类 上周 前一周 变动

股票型 80.59% 81.09% -0.50

普通股票型基金 80.54% 81.04% -0.50

增强指数型基金 93.49% 90.87% 2.62

混合型 62.24% 62.10% 0.14

灵活配置型基金 54.93% 54.78% 0.15

偏股混合型基金 74.60% 74.67% -0.07

偏债混合型基金 11.40% 11.12% 0.28

平衡混合型基金 59.38% 56.61% 2.77

总计 64.29% 64.22% 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