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4季度十大重仓股

2018年4季度新增前十大公司

货基遭遇6400亿份净赎回

□本报记者 许晓

天相投顾统计的基金2018年四季报数据 （不含联接

基金）显示，去年四季度，除债券型基金、指数型基金和股

票型基金获得净申购外，其他类型基金都遭遇净赎回。 其

中，债基获得净申购份额最多，逾2300亿份；货币型基金

遭遇净赎回最多，逾6400亿份。

债券基金净申购最多

从申购情况来看， 天相数据显示，2018年四季度，共

有2560只基金获得了净申购。 其中， 人保货币B获得了

243.27亿份净申购， 成为获得净申购份额最多的基金；其

次是诺安天天宝A，获得了240.08亿份净申购。

2018年A股市场持续震荡， 大量资金涌入债券基金，使

得债基规模迅速增加，成为在各类型基金中净申购份额最多

的基金。 天相统计数据（不含联接基金）显示，2018年四季

度， 债券基金总申购份额为5850.33亿份， 净申购份额为

2340.49亿份， 季末总规模达到2.68万亿份， 申购比例为

9.57%。其中，有2只债基出现了100亿份以上的净申购。其中，

嘉实超短债获得195.00亿份净申购，成为净申购份额最多的

债券基金。 另一只为平安惠轩纯债，获得103.02亿份净申购。

指数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四季度也获得净申购。整个

四季度， 指数基金和股票基金的总申购份额分别为

1484.13亿份、1614.23亿份； 净申购份额分别为418.94亿

份、388.79亿份； 季末总规模分别达到4303.13亿份、

6494.86亿份，申购比例分别为0.11%、6.37%。

公司排名显示，获得净申购份额最多的是景顺长城基

金，净申购份额为294.18亿份；其次是上投摩根基金，获得

246.45亿份的净申购份额。

货基遭遇净赎回

从赎回情况来看，2018年四季度，共有3788只基金遭

遇净赎回。 其中， 有683只基金遭遇了1亿份以上的净赎

回。 从赎回比例来看，有422只基金的赎回比例在50%以

上，赎回比例在80%以上的基金有191只。

从基金类型来看， 货币型基金遭遇净赎回的份额最

多，四季度净赎回6407.15亿份，总规模从三季度末的8.17

万亿份减少到四季度末的7.53万亿份，赎回比例达7.84%。

其中，天弘余额宝成为遭遇净赎回最多的货币基金，净赎

回份额达到1905.06亿份。混合型基金净赎回份额次之，四

季度出现了433.76亿份的净赎回，总规模从期初的1.56万

亿份减少到1.52万亿份，赎回比例达2.78%。

公司排名显示，天弘基金净赎回份额为2514.14亿份，

成为赎回份额最多的基金公司，赎回比例达到15.75%；易

方达基金次之，净赎回668.39亿份，赎回比例为9.79%。

避险为上 QDII偏重防御性配置

□本报记者 刘宗根

去年四季度，QDII策略上偏重防御

性配置，调仓换股力度进一步加大。 展望

2019年，基金经理认为，市场仍面对较多

不确定性， 但行业资源聚焦龙头的趋势

在加速，结构性机会较2018年增多。

加大调仓换股力度

受市场预期影响， 去年四季度QDII

加大了调仓换股力度。 具体来看，交银施

罗德环球精选价值四季度小幅降低了仓

位，对于非港股市场，投资集中于行业龙

头个股， 行业分布更趋多元化。 港股方

面，则调整到防御性品种和板块，比如公

用事业和高分红个股。

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四季度偏重防御性配置， 增加了低估值

高股息个股的配置， 保持较高的港股及

美元现金仓位， 同时采用更加灵活的操

作策略，对涨幅较大个股及时获利了结，

在市场回调中再逢低吸纳具有长期竞争

力的优质公司。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四季度在仓位上

进行了一些避险操作， 在整体大幅降低

仓位的基础上， 对黄金类资源股进行了

小幅加仓， 同时继续配置了少量股息率

高、成长性较好、长期看好的新能源类、

新兴科技及新兴消费类个股。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混合四季

度适当降低了仓位暴露， 对部分美股与中

概股适当配置以分散香港市场震荡下行的

风险，但在配置上依然偏重港股蓝筹。

面临较多不确定性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混合认为，2019

年一季度，市场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 美

联储在未来几个月的升息决定以及美国

股票的走势， 或影响市场资金进入市场

的态度。 预期一季度市场会在资金持续

降低风险偏好以及展开对于今年的预期

估值影响下有较大波动。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认为，香港市场

2019年的大中华投资机会优于中概股及

台湾地区市场，同时台湾地区市场投资机

会弱于中概股。 2019年将密切关注后续

产业政策变化、 英国脱欧、 意大利赤字、

WTO贸易改革等重大事件。 市场虽然对

2019年美国加息次数有分歧， 但相对确

定的是中美经济增速同步放缓，上市公司

盈利增速将惯性下行，为上半年国内货币

和财政政策推出实施打开时间窗口。下半

年基数效应、政策托底影响以及产业政策

可见性加强，有利于从中长期角度挑选出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公司。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认为，

2019年一季度结构性机会有望较2018年

增多，经济仍有不确定性，但行业资源聚

焦龙头的趋势在加速。 业绩方面，看好中

国经济尤其制造业韧性。 上市公司估值

已经调整较多， 业绩的公布有望修正投

资者对于经济的预期。 落实到行业层面，

一季度将聚焦于制造业的行业龙头和消

费升级相关个股。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认为， 现阶段

全球经济处于经济周期下半场， 包括美

国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景气程度

均有不同程度回落， 主要新兴市场经济

体景气程度也多呈现回落。 美国2019年

加息或对REITs有不利影响， 但受税改

刺激、 消费处于高位、 投资增长强劲影

响，美国经济整体料发生震荡调整。

6家公司逆市加仓超10%

□本报记者 张焕昀

与2018年三季度末相比， 全部基金产品股票占净值

比例平均下降约4%。 但仍有大约三成的基金公司选择在

去年四季度加仓，其中有6家公司加仓比例超过10%。

根据天相数据，截至2018年四季度末，在剔除了指数

型、债券型、保本型和货币市场基金后的全部可比的公募基

金产品平均仓位中，股票占净值比例由三季度末的67.11%

变为四季度末的63.05%，下降4.06%。而债券占净值比例则

由三季度的20.69%提升至四季度的23.73%，上升3.04%。银

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方面，2018年三季度末平均占净值比

例为10.81%，四季度末上升至11.47%，上升0.66%。 在重仓

股占净值比例方面，也由三季度末的38.07%下降至四季度

末的35.64%，下降约2.43%。

在股票仓位的变动中， 混合型基金产品权益仓位下降相

对明显。 天相数据显示，可比的股票型开放式基金股票占净值

比例，由2018年三季度末的86.18%变为四季度末的85.57%，下

降0.61%。 然而，在混合型开放式基金中，平均股票仓位则

由此前的64.70%，变为四季度末的60.15%，下降4.55%。

从具体基金公司来看，在拥有三季度数据可比的126家

公募基金公司中， 有36家四季度的股票持仓高于三季度，选

择在四季度加仓的基金公司数量占总数比约为三成。 其中，

股票仓位提升超过10%的有6家公募基金， 依次分别为兴业

基金、前海开源基金、中国人保资产、东方阿尔法基金、渤海

汇金证券资产、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兴业基金

股票仓位由去年三季度的21.46%，提升了19.38%至40.85%。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曾因高调“加仓” 而颇受市场关

注的前海开源基金，四季度股票仓位确实有所提升，其股

票仓位由三季度末的66.18%上升至四季度末的79.65%，

提升13.47个百分点。

公募FOF业绩规模双降

□本报记者 徐文擎

基金2018年四季报陆续披

露，公募FOF持仓也浮出水面。 天

相投顾数据显示， 披露四季报的

22只公募FOF （包含养老FOF）

四季度净赎回9.68亿份， 亏损1.8

亿元，出现业绩和规模双降。

与2018年一季报相比， 公募

FOF大幅降低了对货币基金的配

置，对债基和权益类ETF却青睐有

加。 多位公募FOF的基金经理认

为， 目前A股已处在历史较低估

值， 未来FOF会逐步增加权益类

基金的投资权重。

另外，4只养老目标基金持仓

也已曝光， 其中华夏养老目标

2040三年持有期FOF以半仓配置

了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和少量

的权益ETF，力求“以本金安全为

第一目标” 。

增配债基和ETF

� � � � 首批6只公募FOF中，仅有嘉

实领航资产配置FOF跑赢业绩比

较基准，规模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

缩水。 另外多只公募FOF也表现

出相同的趋势。

不过， 与2018年一季度公募

FOF大比例持有货基不同的是，

除了海富通聚优精选FOF本身定

位于挖掘权益基金外， 其他公募

FOF重仓的基金多数都是债券型

基金。 如南方全天候FOF重仓6只

债基，泰达宏利全能优选FOF、嘉

实领航资产FOF重仓7只债基，华

夏聚惠稳健FOF、 建信福泽安泰

FOF重仓基金更是全部为债基。

在被公募FOF重仓的债基中，

华夏纯债、东方添益、易方达高等

级信用债A、广发聚财信用A、华夏

希望债券A、南方通利A、易方达纯

债A颇受青睐， 被多只FOF持有，

也显示出头部基金公司债券投研

的吸引力。 鹏扬利泽A作为一只短

债基金，凭借过去一年多来良好的

收益，也跻身公募FOF重仓基金。

与此同时，多只权益类ETF也

被持有。 南方中证500ETF、华泰

柏瑞沪深 300ETF、 华夏上证

50ETF、易方达恒生H股ETF等都

在重仓名单中。

另外， 目前有4只养老目标

FOF披露了四季报， 它们同样大

多配置了债券基金，以及少量的货

币基金和ETF基金，其中一只养老

FOF的前十大重仓基金中，9只为

自家公司的产品。

风格料将更加均衡

多位基金经理表示，目前A股

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将逐步增

加权益配置，使组合整体风格更加

均衡。

南方全天候策略基金经理夏

莹莹和李文良表示：“四季度，全

天候FOF基金在偏股型和偏债型

基金的配置比例上基本维持稳定，

我们仅对全天候FOF组合中偏债

型和偏股型基金内部结构做了适

度调整。 对于偏股型基金的配置，

仓位上我们整体维持稳定，但在内

部结构上做了优化调整，使组合整

体风格更加均衡。 ”

展望2019年第一季度，建信福

泽安泰基金经理王锐表示：“我们

认为在经济下行与外围市场动荡的

背景下， 财政与货币政策将持续托

底。 年初债市大概率将持续牛市格

局， 而股市在大幅下跌之后有望在

政策的持续支持下出现一轮反弹行

情。在操作上，基金仍坚持分散配置

A股、港股、黄金、债券等不同类别

的资产， 并根据配置模型与风险模

型的信号灵活调整组合， 力求实现

组合波动率小于5%的目标。在基金

组合层面， 我们将持续筛选与配置

具备持续超额收益与风险把控能力

强的基金， 构造风格分散的基金组

合，尽力提升组合的收益水平。 ”

公募去年四季度亏损逾1412亿

货基债基仍是盈利主力 股基混基亏损扩大

□本报记者 林荣华

2018年四季度A股震荡磨底，

公募基金整体盈利不佳。据天相投

顾数据统计，6939只基金当季度

亏损1412.09亿元， 相比三季度亏

损扩大。 从类型看，货币基金和债

券基金成为盈利主力，股票型基金

和混合型基金未能盈利，且亏损进

一步扩大。 从基金公司看，仅有不

足四成的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四季

度整体实现盈利。

从基金类型看，货基、债基盈

利较好。 649只货币基金当季实现

利润608.33亿元，虽然相比三季度

减少150.10亿元，但仍旧位居各类

型基金盈利榜首。 位居第二的是受

益于债牛行情的债券型基金，2094

只债券基金当季盈利372.79亿元，

相比三季度增加25.63亿元。股票型

基金表现不佳，1031只股票型基金

整体利润为-964.39亿元， 亏损幅

度相比三季度增加657.24亿元。 混

合型基金整体盈利最差，2893只混

合基金四季度亏损1347.24亿元，

亏损幅度相比三季度增加464.95

亿元。 此外，商品型基金盈利14.80

亿元，QDII亏损94.95亿元。

分基金公司看，体量庞大的天

弘基金四季度盈利最多，旗下基金

整体盈利达85.70亿元， 但相比三

季度减少44.89亿元； 位列第二的

是建信基金， 旗下基金整体盈利

32.38亿元，相比三季度减少18.64

亿元； 位列第三的是中银基金，旗

下基金整体盈利26.64亿元， 但也

比三季度减少19.73亿元。此外，兴

业基金、永赢基金、国寿安保基金、

平安基金的旗下基金四季度整体

盈利均超10亿元。

四季度旗下基金整体未能盈

利的基金公司中，华夏基金亏损最

多，达174.72亿元；其次是易方达

基金，旗下基金整体亏损157.39亿

元；嘉实基金和汇添富基金四季度

旗下基金整体分别亏损132.11亿

元和109.51亿元。 总体上看，129家

基金公司中，仅有46家基金公司旗

下基金四季度利润为正， 占比

35.66%。与三季报相比，129家基金

公司中有15家旗下基金四季度利

润出现增长，占比仅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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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四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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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

基金持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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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

（万股）

持有该股的

基金个数

中国平安 1965566.51 1.92 35036.84 519 金融 -�保险 -18.1 8.36

贵州茅台 1401109.2 1.89 2374.72 402 消费品及服务 -�食品 -19.18 16.44

保利地产 1175842.64 8.47 99732.2 381 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 -3.12 2.12

万科Ａ 1114774.77 4.24 46799.95 393 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 -1.98 7.68

伊利股份 1112849.21 8.06 48638.51 267 消费品及服务 -�食品 -10.9 8.3

招商银行 925297 1.46 36718.13 312 金融 -�银行 -17.89 8.45

海康威视 873320.73 4.29 33902.2 123 信息技术 -�元器件 -10.37 13.74

格力电器 869073.45 4.08 24350.62 292 消费品及服务 -�家电 -11.22 10.62

美的集团 790107.98 3.31 21435.34 167 消费品及服务 -�家电 -8.54 14.19

隆基股份 772790.15 15.93 44311.36 113 信息技术 -�元器件 22.82 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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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以来

涨幅（%）

基金持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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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持有该股的

基金个数

迈瑞医疗 320560.11 24.14 2934.99 129 医药 -�医疗器械 55.43 1.73

中国人保 150934.91 3.23 31443.94 6 金融 -�保险 11.85 1.86

盈趣科技 33716.83 10.28 768.39 18 信息技术 -�元器件 -1.06 0.27

旭升股份 27989.1 14.54 920.09 12 消费品及服务 -�汽车及配件 35.8 -11.54

和仁科技 27597.89 18.04 527.89 15 信息技术 -�软件及服务 48.65 -12.01

天宇股份 21966.59 18.99 1005.34 11 医药 -�化学原料药 50.07 7.14

皖能电力 20658.07 2.41 4312.75 16 公用事业 -�电力 14.05 3.13

新国都 20329.54 5.36 1795.9 8 信息技术 -�软件及服务 11.43 4.06

迈为股份 20085.03 12.91 167.77 10 投资品 -�电气设备 46.68 19.1

新大陆 16574.93 1.13 1132.17 10 信息技术 -�计算机硬件 2.95 6.15

2018年四季度新增前十大重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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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弃蓝筹白马旧爱 基金恋上地产消费新欢

□本报记者 叶斯琦

随着2018年四季报的披露，公募基金投

资轨迹逐渐明晰。 天相投顾统计显示，2018

年四季度基金增持市值居前的个股集中在

房地产、消费品及服务、信息技术等行业，第

一大重仓股是中国平安。 展望后市，部分基

金经理持偏乐观态度，表示在不发生新的增

量利空的情况下，会维持偏高仓位。

房地产等成“新宠”

从行业角度看，在可比基金中，2018年四

季度基金配置的前五大行业是制造业， 金融

业，信息技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

产业及批发和零售业， 占净值比例分别为

37.59%、6.56%、5.07%、4.03%和2.74%。不过，

制造业、 金融业及批发和零售业的占比均较

上一个季度出现下降。 统计还显示，基金持股

的行业集中度（前三名）从上一个季度末的

54.07%下滑至49.22%，下滑4.85个百分点。

从增持情况来看，2018年四季度， 公募

基金“新宠” 集中在房地产、消费品及服务、

信息技术等行业。 数据显示，公募基金增持

市值最大的股票是房地产领域的万科A，增

持市值高达34.24亿元。 增持市值前十的个

股中， 同属房地产领域的还有华夏幸福、保

利地产， 增持市值分别为21.78元、16.45亿

元。 消费品及服务领域的永辉超市是公募基

金增持市值第二大股， 增持市值达32.78亿

元；该领域的温氏股份亦受青睐，增持市值

达24.56亿元。 增持前十的股票中，信息技术

领域占有4席，分别是隆基股份、中兴通讯、

海康威视、东方财富，增持市值分别为28.62

亿元、19.52亿元、19.46亿元、18.37亿元。 此

外， 原材料领域的山东黄金也挤进前十，增

持15.53亿元。

相比之下，部分消费品及服务、金融等领

域的个股出现资金“逃离” 。 2018年四季度被

基金公司减持市值最多的十只股票中，消费品

及服务类占了4席，金融类占了3席，医药、原材

料、信息技术各有1席。 其中，贵州茅台、中国平

安减持市值均超百亿元， 分别为111.36亿元、

106.55亿元。 减持市值前十的股票还有分众传

媒、五粮液、招商银行、中国太保、格力电器、长

春高新、华友钴业、浪潮信息。

从前十大重仓股来看，金融、消费品及服

务、房地产等领域的蓝筹白马依然是公募基金

的重仓股。 截至2018年底，公募基金第一大重

仓股是中国平安， 持有总市值达196.56亿元，

519只基金持有该股。 贵州茅台、保利地产、万

科A、伊利股份的基金持有总市值亦在百亿元

以上。 此外，招商银行、海康威视、格力电器、美

的集团、隆基股份亦进入前十大重仓股。

对后市偏乐观

展望2019年，部分基金经理持相对乐观

的态度。 银华中小盘精选基金表示，在经历

了2018年的下跌后， 当前对市场边际乐观。

市场的流动性边际有所放松，有利于上市公

司估值的修复。 同时，在政策稳增长大背景

下，作为市场经济的风向标，二级市场风险

偏好将会提升。 政策和基本面都将趋于平

稳，市场有望呈现震荡向上的格局。 首选景

气度边际向上的行业，选择行业继续集中在

大众消费品、 新能源、 高端制造、TMT等领

域。 在不发生新的增量利空的情况下，会维

持偏高的仓位。

东方红配置精选基金表示，2019年，虽

然国内宏观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 但股市

经过2018年的持续调整，对于负面因素的反

应已较为充分， 当前股市整体估值处在较低

水平， 一些优质公司的估值更是具备投资吸

引力， 同时在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和一系列稳

增长措施陆续发力的政策环境下， 权益资产

的配置价值较2018年进一步提升。 因此，将

坚持价值投资理念，逐渐加大估值合理、基本

面稳健的优质龙头公司的配置比例。

广发沪港深新起点基金表示， 在美联储

缩表加息、流动性收紧的环境下，港股面临估

值回调的风险，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将增

加。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高分红个股一方面

具有防御性， 另一方面低股价使得股息收益

可观，具有很大配置价值。燃气企业是稳定收

益类资产， 高息优质的特质使其在2019年具

有投资价值。光伏板块的政策环境在回暖。由

于政策转向， 市场对国内太阳能需求的预期

可能会回升，海外需求增长可能会超出预期，

产能目标将会上升。 短期来看，国内装机和补

贴都有保障。 长期来看，光伏进入平价区间，

中长期具备较大的投资机会。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