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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仓位与沪深300走势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6.85% 86.08% 0.77%

普通股票型基金 86.85% 86.08% 0.77%

混合型 68.27% 66.84% 1.43%

灵活配置型基金 57.89% 56.57% 1.32%

偏股混合型基金 83.75% 82.35% 1.40%

偏债混合型基金 20.22% 20.15% 0.07%

平衡混合型基金 60.68% 61.57% -0.89%

总计 70.58% 69.15% 1.43%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7.55% 87.17% 0.38%

普通股票型基金 87.55% 87.17% 0.38%

混合型 56.49% 56.24% 0.25%

灵活配置型基金 52.93% 52.77% 0.16%

偏股混合型基金 82.33% 81.69% 0.64%

偏债混合型基金 17.85% 17.83% 0.02%

平衡混合型基金 51.43% 52.79% -1.36%

总计 59.85% 59.59%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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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聚焦“结构性机会”

□

本报记者 李良

面对A股市场近期的剧烈震

荡，许多基金经理都开始看淡市场

短期波动，并寄望于A股长期上的

“结构性机会” 。

海富通基金就表示，当前A股

整体估值依然低于历史均值。政策

方面，今年无论是整体宏观政策还

是具体的资本市场政策对市场均

是正向的，市场短期的反复不妨碍

结构性机会依然活跃，因此全年从

宏观对冲及资产演绎周期来看，后

续对A股仍然保持乐观态度。

短期利空不足惧

经历过去年暴风骤雨似的洗

礼后，A股市场现在的抗压能力更

强，市场的情绪波动也显得更为理

性，短期利空不会改变A股逐渐形

成的向上趋势。

事实上，对于市场短期内可能

持续波动，基金经理已经有充分预

期。 朱雀基金就表示，短期A股市

场或进入复杂的调整和分化格局，

但这一过程向下风险可控。朱雀基

金同时强调，现阶段，外部环境的

冲击或使得经济企稳的步伐放缓，

但不会逆转回暖趋势。供给侧改革

所带来的减税、市场开放等政策正

在并且持续激发经济活力。资本市

场制度改革的高速推进为 “熊牛

转折” 奠定了制度基础。 因此，更

倾向于认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市

场将产生扰动，但不会决定市场的

走向。

泰达宏利基金表示， 短期内，

市场中仍然存在部分风险，市场大

概率呈现震荡趋势。但泰达宏利基

金同时表示，五月以来，利率的持

续下行为市场提供了合理、宽裕的

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部

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尽管外部

因素对投资者热情造成一定影响，

但近期官方媒体的频繁表态提振

投资者信心，市场情绪在前期波动

后趋于平稳。

“结构性机会” 犹存

即便在A股的短期波动中，情

绪正面的基金经理们看到的更多

是“结构性机会” 。

招商基金表示，随着外部环境

不确定性的增加，国内政策的相应

调整仍可期待；与此同时，5月的流

动性较4月也有所好转， 中期来看

不宜对A股走势过度悲观。 板块

上，宜重点关注回调后估值趋于合

理、业绩成长性佳的个股以及受益

政策扶持的自主可控主题的相关

个股。

朱雀基金则表示， 总体看，资

产“又好又便宜” 、友善的货币环

境、资本市场制度日趋完善的三个

大逻辑不变，维持A股在2019年完

成熊牛转折的看法不变。需要投资

者多一些耐心，去甄别出不易受外

部环境影响、 主业成长确定性高、

具备持续竞争力的公司，对于此类

公司，短期的调整或构筑了中长期

的底部，将是一次买入的机会。

浦银安盛基金认为，由于外部

环境变化带来的经济和政策不确

定性增加， 市场短期波动正在加

大，但从4月下旬以来，市场的调整

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利空的

影响。展望未来，聚焦景气、立足中

长期是穿越波动的主要办法，公司

将继续重点关注金融、消费、光伏、

农业、半导体等行业的机会。

机构调研

关注电子通信行业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Wind数据显示， 截至5月18日披露的

信息，上周（5月13日-17日）两市共有129

家上市公司接受各类机构调研， 这一数据

与前一周持平。 在行业分布上，上周信息科

技咨询与其它服务、通信设备、基础化工、

工业机械、 电子设备和仪器等行业上市公

司迎来机构集中调研。

近期市场出现剧烈震荡， 但机构普遍

预计此轮行情的原动力并没有发生实质性

的变化。 因此对后市走势并不悲观，A股市

场的韧性正在逐步增强， 由此将孕育更多

结构性机会。

机构保持调研热度

Wind数据显示， 上周共有金风科技、

东方国信、方直科技、蓝帆医疗、英科医疗

等129家上市公司接受各类机构调研，这一

数据较上期持平， 显示出机构近期保持了

较高的调研热情。

上周，多家上市公司迎来机构组团调

研。 以生物科技行业上市公司冠昊生物为

例，公司在5月13日、16日，接受广发证券、

广州证券、皖江金融租赁、国联证券、湘财

基金等机构的组团调研，公司重点介绍各

业务板块的经营销售情况、公司2019年的

经营工作的重点和规划等。 信息科技咨询

与其它服务行业上市公司华宇软件在5月

14日、15日迎来华夏未来、云水资本、盛宇

投资、泰康资产管理等数十家机构的联合

调研，在了解公司2018年度及2019年一季

度业绩情况之外，机构重点关注公司法律

科技领域业务发展情况、教育信息化业务

发展情况以及安全可靠业务发展情况、公

司引入战略投资人并签署战略协议的影

响等。

上周，参与调研的机构中，国泰君安、

中金国际、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平安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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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 万和

电气、英科医疗、冠昊生物、中核科技等。公

募机构方面，中欧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

广发基金、富国基金、嘉实基金等上周调研

次数较多，重点关注的个股有微光股份、华

宇软件、劲嘉股份、蓝帆医疗、英科医疗等。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悟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等私募机构上周重点调研蓝帆医

疗、华阳集团、英科医疗、东诚药业、海格通

信等上市公司。 保险及保险资管方面，中国

人寿保险、和泰人寿保险、阳光保险等上周

重点调研工业富联、九洲药业、中嘉博创等

上市公司。

电子、通信行业受关注

上周，在行业分布上，上周机构重点调

研电子、通信等行业上市公司，此外，基础

化工、 工业机械等行业也是机构关注的重

点。 其中，上周机构调研的电子、通信行业

上市公司有安洁科技、 沪电股份、 长盈精

密、宏达电子、星星科技、中嘉博创、迪普科

技、 海格通信等数十家上市公司； 宏大爆

破、永东股份、云南能投、红宝丽、多氟多等

8家基础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获机构调研。

沪电股份上周迎来汇丰前海、 上海煜

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中国人寿资

产管理有、瑞银资产管理（上海）、香港上

海汇丰银行等机构的联合调研， 机构关注

公司企业通讯市场板业务情况、 汽车板业

务情况等问题。中嘉博创在5月14日迎来中

金证券、中航基金、嘉实基金、申万菱信基

金、千合资本等机构的组团调研，机构关注

公司商誉情况、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等问题。

近期，市场持续震荡调整。 浦银安盛基

金基金经理蒋建伟认为， 近期市场出现剧

烈震荡， 也是此轮行情第一次比较大幅度

的获利回吐和调整， 但是此轮行情的原动

力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因此对后市

走势并不悲观， 市场会呈现出大幅震荡的

格局，然后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A股市场

的韧性正在逐步增强， 由此将孕育更多结

构性机会。

市场持续震荡 基金仓位微升

□

恒天财富 李洋 朱艳腾

上周，A股市场震荡下行，上

周五大幅单边下跌，沪指未能守住

2900点。 周线图上，沪深300下跌

2.19%，上证指数下跌1.94%，深证

成指下跌2.55%， 中小板指下跌

3.42%，创业板指下跌3.59%。截至

上周五， 上证A股动态市盈率、市

净率分别为13.23倍、1.42倍，市盈

率、市净率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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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5%， 相比上期上升

0.26个百分点。 其中，股票型基金

仓位为87.55%， 上升0.38个百分

点，混合型基金仓位56.49%，上升

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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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5%，相比上期上升0.38个百

分点；混合型基金中，灵活配置型

基金仓位上升0.16个百分点，至

52.93%；平衡混合型基金下降1.36

个百分点，至51.43%；偏股混合型

基金仓位上升0.64个百分点，至

82.33%， 偏债混合型基金仓位上

升0.02个百分点，至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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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8%， 相比

上期上升1.43%。 其中股票型基金

仓位为86.85%，上升0.77%，混合

型基金仓位68.33%， 上升1.49%。

从细分类型看， 股票型基金中，普

通股票型基金仓位为86.85%，相

比上期上升0.77%； 混合型基金

中， 灵活配置型基金仓位上升

1.44%，至58.01%；平衡混合型基

金下降0.89%，至60.68%；偏股混

合 型 基 金 仓 位 上 升 1.4% ， 至

83.75%， 偏债混合型基金仓位上

升0.07%，至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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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期有所回升，显示基金经理仓

位有所加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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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仓位在七成到九成的占比

39.5%，五成到七成的占比10.7%，

仓位在五成以下的占比33.5%。 上

周加仓超过2个百分点的基金占比

18.9%，31%的基金加仓幅度在2

个百分点以内，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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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上周，A股市场震荡下行，

上证综指未能守住2900点。 短期

来看，股票型基金与混合型基金的

仓位有所上升。

上周央行无逆回购操作，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资金利率出现波

动。虽然月中缴税缴准对资金面出

现一定扰动， 资金面受到一定影

响，但是叠加央行定向降准释放长

期资金约2800亿元， 长期来看资

金面仍将持续合理宽松状态。上周

利率债延续出色表现，主要是因为

5月15日统计局公布1-4月经济数

据，4月工业生产回落，需求端“三

驾马车” 全线下滑，加上股市大幅

回撤，市场风险偏好下降。 短期经

济依旧偏弱，市场资金宽松，债市

大概率震荡向上。

A股市场上周震荡下行，北上

资金持续净流出，市场情绪持续低

迷。 市场震荡调整，充分释放风险

后，市场信心或可逐渐修复。 考虑

到5月底MSCI扩大A股的纳入比

例，会吸引更多海外资金进入A股

市场，或提振市场情绪。 长期来看

市场仍大概率修复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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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点位

较低且长期修复向上的投资机

会， 运用均衡风格配置来获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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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级信用债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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