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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动向

■

基金风向标

基金仓位与沪深300走势

各类型基金仓位及变化情况（简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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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8.19% 88.56% -0.37%

普通股票型基金 88.19% 88.56% -0.37%

混合型 57.23% 57.97% -0.74%

灵活配置型基金 53.91% 54.56% -0.65%

偏股混合型基金 82.33% 83.53% -1.20%

偏债混合型基金 17.83% 18.02% -0.19%

平衡混合型基金 51.96% 53.70% -1.74%

总计 60.59% 61.30% -0.71%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6.27% 87.11% -0.84%

普通股票型基金 86.27% 87.11% -0.84%

混合型 70.09% 70.17% -0.08%

灵活配置型基金 63.30% 63.31% -0.01%

偏股混合型基金 82.75% 83.28% -0.53%

偏债混合型基金 20.27% 20.28% -0.01%

平衡混合型基金 57.28% 57.56% -0.28%

总计 72.25% 72.33% -0.08%

A股震荡向上

基金仓位微降

□

恒天财富 李洋 刘菲娅

上周，A股市场震荡走强，两

市成交额较前一周有所上升。周线

图上，沪深300上涨3.31%，上证指

数上涨 2.58% ， 深证成指上涨

2.82%，中小板指上涨1.86%，创业

板指上涨1.18%。 截至上周五，上

证A股动态市盈率、市净率分别为

14.71倍、1.64倍，市盈率、市净率

均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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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基金，下同）和混合型基金平

均仓位为60.59%， 相比上期下降

0.71个百分点。 其中，股票型基金

仓位为88.19%， 下降0.37个百分

点，混合型基金仓位为57.23%，下

降0.74个百分点。

从细分类型看， 股票型基金

中 ， 普通股票型基金 仓 位 为

88.19%，相比上期下降0.37个百

分点；混合型基金中，灵活配置型

基金仓位下降0.65个百分点，至

53.91%； 平衡混合型基金下降

1.74个百分点，至51.96%；偏股

混合型基金仓位下降1.20个百分

点，至82.33%，偏债混合型基金

仓 位 下 降 0.19 个 百 分 点 ， 至

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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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5%， 相比

上期下降0.08个百分点。 其中，股

票型基金仓位为86.27%，下降0.84

个百分点 ， 混合型基 金 仓 位

70.09%，下降0.0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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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期有所下降，显示基金经理仓

位有所减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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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仓位在七成到九成的占比

39.6%，五成到七成的占比11.5%，

仓位在五成以下的占比32.4%。 上

周加仓超过2个百分点的基金占比

12%，29.2%的基金加仓幅度在2

个百分点以内，3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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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上周，A股市场震荡上行，

热点板块轮动频繁。 短期来看，股

票型基金与混合型基金的仓位有

所下降。

上周处于税期， 同时有3675

亿元MLF到期， 央行重启逆回购

和MLF， 全周净投放1325亿元，

资金紧张的局面有所缓解。 央行

通过公开市场投放平抑资金波

动，预示短期内降准必要性降低。

债市方面， 由于一季度GDP等宏

观数据好于预期， 叠加股债跷跷

板效应明显，债市震荡偏弱。短期

内债市利空出尽， 资金面将是影

响债市的主要因素， 预计债市仍

将窄幅震荡。

一季度经济数据提振市场

情绪，但随着市场逐渐消化基本

面利好因素后，增量资金持续进

场做多的意愿不甚强烈。 近期年

报和一季报密集披露，市场情绪

较为谨慎，在没有形成新的领涨

热点之前，预计沪指将继续高位

震荡。

具体到偏股型基金配置上，建

议投资者坚持长期投资与价值投

资的理念，把握当前A股整体修复

向上的投资机会，运用均衡偏成长

风格配置来获取今年市场的修复

收益，择取配置低估值绩优股的基

金并长期持有；具体到债券型基金

配置上， 债券市场近期或继续震

荡， 建议投资者选取优质债券产

品，首选配置高等级信用债和可转

债的产品。

经济企稳可期

基金布局盈利确定性标的

□

本报记者 吴娟娟

4月17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9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一

季度GDP同比增长6.4%， 经济增

速超越市场预期。对此机构人士认

为，经济企稳可期，流动性对A股

的驱动作用减弱，后续行情将以业

绩驱动。

流动性驱动转向业绩驱动

一季度经济数据呈现乐观态

势，机构认为经济企稳可期，在此

背景下A股将从流动性驱动转向业

绩驱动。

星石投资表示，一季度经济数

据显示， 生产端数据明显反弹，内

需中除制造业投资略有下滑外，其

它项在一季度都有一定程度改善，

进一步确认经济底有企稳迹象。 短

期来看， 数据可能还有一定的反

复，但目前积极政策的累积效应已

经逐渐显现， 在宽信用格局确立、

财政支出节奏加快的背景下，经济

有望在二三季度确认拐点。 星石投

资进一步指出，在基本面逐步见底

的情况下，业绩驱动将是未来行情

上涨的动力。 从投资机会来看，在

经济企稳预期下，周期、消费、科技

或都会有所表现。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LOF)在

一季报中也将一季度的行情归于

流动性改善。该基金一季报表示，A

股市场表现大超投资者预期，沪深

300指数涨幅高达28%， 这一幅度

在几年市场行情中是比较少见的。

市场表现强劲主要得益于流动性

改善后市场风险偏好的提升。 此

外，宏观经济的表现比去年市场最

差的时候预期要好一些。 一些证券

市场长期制度性的建设也恢复了

投资的长期信心，长期资金逐渐入

市。 尽管一季度经济数据可观，不

过部分机构表示经济虽然出现企

稳信号，但是难言见底，仍需观察

后续表现。

海通证券宏观分析师姜超、

于博认为，一季度经济开局平稳，

主要得益于3月工业生产大幅回

升。 一方面，3月投资、消费、出口

三驾马车均现改善， 带动工业生

产走强；另一方面，春节错位导致

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也导致3月工

业增速异常高企。 后续基建投资

或持续发力， 消费也有望边际改

善，但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增速

仍在下滑， 而地产投资仍面临较

大下行风险。 经济出现企稳信号，

但尚难言见底， 二季度仍有下行

压力。

关注科技和新经济相关板块

星石投资认为，受益于减税降

费和金融融资服务的高端产业的

业绩有望率先复苏并持续释放，一

方面，减税降费最为利好制造业企

业；另一方面，以科创板为抓手的

“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 将成为新

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所以从业绩

可持续性和空间来看，以科技类别

为主的成长股有望成为市场的长

期主线。

华夏基金发表二季度资产配

置报告指出， 今年以来表现突出

的板块分两类： 一类是业绩稳健

成长驱动股价持续上升的品种，

主要是消费、科技、保险等行业一

些蓝筹个股。 一类是去年行业基

本面不佳或受政策影响深跌今年

反弹的行业，包括汽车、券商、教

育、医疗等。展望后市，华夏基金认

为A股市场相对于一季度趋势为

主、 仓位为王的特征将有所变化，

二季度市场震荡或加大，重结构轻

指数，把握行业景气度提高带来的

超额收益。市场从分母端逻辑更多

转向分子端，后续更多关注业绩稳

定性强的股票， 会逐步加强对大

消费、优质成长、白马蓝筹的配置

比例， 逐步加大对白酒、 运动服

饰、保险、地产等优质业绩股的配

置，逐步减持估值高、业绩稳定不

确定性强的个股。

景顺长城成长之星基金在一

季报中指出， 看好新经济的代表

行业， 受益于工程师红利的计算

机行业、通信行业和半导体行业。

以消费电子和新能源头部公司为

代表的先进制造业， 传统行业中

盈利改善或预期改善的拐点公

司。 景顺长城成长之星基金还建

议投资者忽视对风格的追逐，抓

住企业盈利改善和估值水平来选

择个股。

上市公司财报季

机构调研紧扣业绩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Wind数据显示， 截至4月20日披露的

信息，上周（4月15日至4月19日）两市共

有43家上市公司接受机构调研。 在行业分

布上， 机构调研关注的行业有电气部件与

设备、建筑机械与重型卡车、基础化工等。

当前，正处于上市公司2018年年报和

2019年一季报密集披露期，在上市公司财

报季，机构在调研时，对上市公司业绩的

关注度明显提升。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当

前市场仍处在高位震荡阶段，“折返跑行

情” 、反复行情可能持续出现，对于投资者

来说，当前需要关注上市公司基本面变化

情况，规避部分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等

的个股。

机构调研43家公司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0日，上周共

有凯恩股份、四维图新、美亚柏科、彩讯股

份、 国检集团等43家上市公司接受各类机

构调研。 在上周机构关注的上市公司中，电

气部件与设备、建筑机械与重型卡车、基础

化工等行业上市公司较多， 显示出机构集

中关注的领域。

以电气部件与设备行业上市公司汇川

技术在4月16日通过电话会议的方式，接受

了数百家机构的联合调研。 在机构调研现

场， 汇川技术重点介绍了公司2018年的业

绩情况和对2019年业绩的展望。公司表示，

2019年的经营目标是： 收入增长目标为同

比增长20%-40%，归母净利润目标为同比

增长10%-30%； 毛利率会有一定压力，同

比会有下滑；费用增长可控。

此外，还有部分上市公司迎来机构组

团调研。 公告显示，上市公司劲嘉股份在

4月17日迎来了数十家机构的联合调研。

公司在接受机构调研时介绍称 ， 公司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3.74亿元，同比

增长14.56%，实现净利润7.27亿元，同比

增长26.27%， 公司的现金流等各项财务

指标良好。 2019年一季度，公司预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的范围是

20%-30%。

反复行情业绩为王

上周，参与调研的机构中，中信证券、

中银国际、国泰君安、招商证券、方正证券

等券商调研上市公司的频次较高，上述机

构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有四维图新、劲嘉

股份、中颖电子、纳尔股份、美亚柏科等。

公募机构方面，华夏基金、交银施罗德基

金、中银基金、兴全基金、广发基金等上周

调研次数较多，重点关注的个股有天虹股

份、中航机电、美亚柏科、四维图新、劲嘉

股份等。 上海务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北

京润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私募机构上

周重点调研了四维图新、劲嘉股份、海大

集团、安泰科技等上市公司。 保险及保险

资管方面，中国人寿、南山人寿、平安养老

等上周重点调研了美亚柏科、 汇川技术、

四维图新等上市公司。

近期，市场在反复出现调整，呈现“折

返跑行情” 。对此，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现阶

段，市场的分化必然出现，市场在急涨之后

个股市场表现的分化较为严重。 渤海证券

分析师宋亦威认为， 在估值修复已经完成

的背景下， 投资者依然可以维持偏多头的

思路，等待情绪的升温过程。 考虑到当前市

场正在进入到年报、一季报的密集发布期，

在配置方面建议投资者应更多基于业绩情

况进行选股， 规避业绩发布后部分个股的

业绩不达预期风险。

对于自下而上从业绩角度遴选优质标

的， 公募机构人士同样表示这将是未来一

段时间内，市场主流资金的策略方向。 “市

场急涨之际，市场情绪亢奋，短线操作占据

市场主流。但是在3300点附近，这样的做法

必须改变， 市场资金对个股价值的关注点

将回归到业绩上来。 投资者也应该转变此

前炒作概念、短线操作的思维模式，加深对

个股公司业绩的了解和把握。” 上海一家公

募机构基金经理表示。

各类型基金仓位及变化情况（加权平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