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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7.12% 87.46% -0.34%

普通股票型基金 87.12% 87.46% -0.34%

混合型 55.82% 56.23% -0.41%

灵活配置型基金 52.01% 52.59% -0.58%

偏股混合型基金 81.81% 82.24% -0.43%

偏债混合型基金 17.71% 17.77% -0.06%

平衡混合型基金 50.62% 51.34% -0.72%

总计 59.20% 59.60% -0.40%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6.79% 86.83% -0.04%

普通股票型基金 86.79% 86.83% -0.04%

混合型 68.03% 68.21% -0.18%

灵活配置型基金 57.80% 57.76% 0.04%

偏股混合型基金 83.41% 83.72% -0.31%

偏债混合型基金 19.96% 20.19% -0.23%

平衡混合型基金 59.86% 60.66% -0.80%

总计 70.37% 70.53% -0.16%

图表

市场震荡上行 基金仓位微降

□

恒天财富 李洋 朱艳腾

上周，A股市场震荡上行，上

证综指未能站稳2900点。 周线图

上，沪深300上涨1%，上证指数上

涨1.6%，深证成指上涨1.66%，中

小板指上涨2.19%，创业板指上涨

2.76%。 截至上周五，上证A股动

态市盈率、 市净率分别为13.02

倍、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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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相比上期下降0.4

个百分点。 其中，股票型基金仓位

为87.12%，下降0.34个百分点，混

合型基金仓位55.82%， 下降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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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2%， 相比上期下降0.34个百

分点；混合型基金中，灵活配置型

基金仓位下降0.58个百分点，至

52.01%； 平衡混合型基金下降

0.72个百分点，至50.62%；偏股混

合型基金仓位下降0.43个百分点，

至81.81%， 偏债混合型基金仓位

下降0.06个百分点，至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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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7%，相

比上期下降0.16个百分点。 其中，

股票型基金仓位为86.79%， 下降

0.04个百分点， 混合型基金仓位

68.03%，下降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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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9%， 相比上

期下降0.04个百分点； 混合型基

金中， 灵活配置型基金仓位上升

0.04个百分点，至57.8%；平衡混

合型基金下降0.8个百分点，至

59.86%； 偏股混合型基金仓位下

降0.3个百分点，至83.41%，偏债

混合型基金仓位下降0.23个百分

点，至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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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仓位在七成到九成的占比

39.3%，五成到七成的占比10.3%，

仓位在五成以下的占比34.5%。 上

周加仓超过2个百分点的基金占比

5.8%，26.3%的基金加仓幅度在2

个百分点以内，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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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上周，A股市场震荡上行，

但成交量依旧低迷，沪指未能站稳

2900点。 短期来看，股票型基金与

混合型基金的仓位有所下降。

上周同业存单发行规模明显

缩量，叠加上周处于税期，资金面

较紧张，后半周央行加大公开市场

净投放，7天逆回购操作累计净投

放4300亿元， 极大缓解了资金需

求，资金面恢复宽松，银行间质押7

日利率也相应回落。

上周A股震荡上行， 成交量、

成交额虽小幅上升，但仍处于较低

位置，市场观望情绪较为浓烈。 目

前A股市场受外围因素影响较大，

给市场未来走势带来不确定性，但

随着MSCI指数及富时罗素指数

纳入A股的实施，将吸引更多的海

外资金，短期为A股市场带来一定

动量， 同时，A股估值目前仍处于

合理区间，下行空间有限，短期看

市场以震荡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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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调研

关注化工食品行业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Wind数据显示， 截至6月1日披露的信

息，上周（5月27日至5月31日）两市共有87

家上市公司接受各类机构的调研， 这一数据

与前一周相比有一定幅度下降。 在行业分布

上，上周食品加工与肉类、电子元件、电气部

件与设备、特种化工、基础化工等行业上市公

司迎来机构调研关注。

近期市场继续盘整。 机构认为，结构性行

情有望再度上演。 基于深化改革预期、机构资

金占比趋势性上升等方面考虑， 建议关注政

策性主题、地产龙头、消费蓝筹和医药等行业

板块以及黄金等避险板块。

机构调研有所降温

Wind数据显示， 上周共有金风科技、浙

富控股、石基信息、珠江钢琴、创源文化等87

家上市公司接受各类机构调研， 这一数据与

前一周相比有一定幅度下降， 显示在年报季

和季报季之后，机构调研有所降温。

上周，多家上市公司获机构组团调研。 保

健护理产品行业上市公司华东医药在5月28

日至29日迎来兴业证券、东方证券、中信建投

证券、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等数十家机构的组

团调研。 机构关注公司主要研发产品的进展、

公司收购佐力药业股权的相关考虑等。 工业

机械行业公司天沃科技在5月29日接受民生

证券、国信证券、中信期货、宁波东方富时进

出口有限公司、五矿证券等机构的联合调研。

机构关注未来公司是否考虑更快切入氢能源

业务、公司光伏项目方面是否有调整等内容。

上周，参与调研的机构中，海通证券、中

泰证券、广发证券、长江证券、招商证券等券

商调研上市公司的频次较高， 上述机构重点

关注的上市公司有华东医药、帝尔激光、湘潭

电化、沪电股份、天沃科技等。 公募机构方面，

鹏华基金、睿远基金、汇添富基金、国投瑞银

基金、华安基金等上周调研次数较多，重点关

注的个股有美好置业、华东医药、拓邦股份、

欣旺达、潍柴动力等。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私募机构上周重点

调研了仙坛股份、潍柴动力、民和股份、益生

股份、欣旺达等上市公司。 保险及保险资管方

面，富邦人寿保险、长江养老保险、太平养老

保险等上周重点调研了沪电股份、华东医药、

千方科技等上市公司。

化工、食品受机构关注

上周，在行业分布上，机构重点调研食品

加工与肉类、电子元件、电气部件与设备、特

种化工、基础化工等行业上市公司。 其中，化

工、 食品等行业上市公司受到机构关注。 其

中， 上周机构调研的食品行业上市公司有民

和股份、涪陵榨菜、煌上煌、牧原股份等，基础

化工和特种化工行业上市公司有湘潭电化、

国立科技、安诺其等。

煌上煌上周接受中泰证券、 华安基金的

调研，机构关注公司在机场、高铁、商超综合

体等高势能门店的开发空间以及对于原材料

成本的价格判断等情况。 湘潭电化在上周接

受了海通证券的调研， 机构关注公司今年电

解二氧化锰产品价格是否上涨、 公司锰酸锂

正极材料的应用范围等。

近期，市场持续盘整。 招商基金认为，历

经近期弱势震荡后，A股在快速调整后整体

估值基本趋于合理， 进一步大幅调整的空间

有限。 同时，随着国内政策的相应调整，中期

来看不宜对A股走势过度悲观。 板块上，招商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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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替

代和自主可控板块， 但会重点回避可能受外

部环境影响的行业及个股。 中原证券认为，风

险事件的影响在边际上有所钝化， 结构性行

情有望再度上演。 基于深化改革预期、机构资

金占比趋势性上升以及稳守核心资产等方面

考虑，建议6月关注政策性主题、地产龙头、医

药、消费和避险板块四大主线。 操作上轻仓防

御为上。 建议短线关注政策性主题、 地产龙

头、 消费蓝筹和医药等行业板块以及黄金等

避险板块；中长线关注大盘蓝筹、金融、热门

行业龙头和价值股等。

短期震荡不悲观

机构注重安全边际

□

本报记者 林荣华

A股5月下跌收官， 但部分公

募基金认为， 短期市场或处于震

荡格局，同时前期调整较为充分、

市场估值处在偏低位置等因素对

A股提供支撑。 板块方面，机构注

重从业绩成长确定性、 估值处于

低位、 行业景气度高且持续等因

素筛选，注重安全边际。

估值优势支撑A股

5月陆股通北向资金和两融

资金流出较多。 Wind数据显示，5

月份北向资金净流出536.74亿元，

创陆股通开通以来的最大单月净

流出。 融资融券方面，截至5月30

日， 两融规模较4月底减少336.99

亿元，其中融资余额减少340.31亿

元，融券余额增加3.33亿元。

展望后市， 公募基金并不悲

观。 工银瑞信基金表示，就短期

经济增长而言，虽然当前外部不

确定性明显加大，但仍维持经济

下行风险可控的判断不变。 估值

方面，当前市场静态估值处于合

理区间，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剧的

背景下， 市场估值难再明显提

升。 资金方面，随着富时指数宣

布纳入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的A

股名单， 预计2019年6月将带来

约20亿美元增量资金。 综合来

看，维持短期市场处于震荡格局

的判断不变。

国寿安保基金表示， 受外部

因素影响，目前全球集体避险情

绪进一步加深， 结合2019年全

球总需求本来就有天然回落趋

势，全球大类资产的天平向避险

资产转移， 且这一趋势仍未停

止。 当前环境下，做出对未来的

明确预判风险较大，大概率较长

时间将维持一种“不好也不坏”

的状态， 因此全球风险资产难现

大机会。 但是，考虑到前期市场

的调整，A股市场调整比较充分，

在缺少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股

票市场维持区间窄幅震荡的概

率较大。

安信基金副总经理陈振宇表

示，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金

融市场的投资吸引力将会逐渐提

升，这也为A股进入长期慢牛奠定

了一定基础。 最重要的是，当前A

股整体估值仍然处于历史相对低

位，并不算高。 逆向投资布局是投

资中一个重要的方法， 投资者应

当在此时保持对市场的信心。 某

大型公募基金研究员王强 （化

名）表示，这个位置不宜看空，市

场对各类悲观预期已经充分反

应， 后期各方面因素边际向好的

可能性较大。

对冲不确定性

5月板块表现整体不佳，但仍

有局部亮点。 申银万国行业中，仅

国防军工、有色金属、农林牧渔5

月获得正收益， 分别上涨4.28%、

4.11%和2.54%， 电子和食品饮料

也表现较为抗跌， 仅分别下跌

1.02%和1.19%。 跌幅最大的是休

闲服务和传媒， 跌幅分别达到

8.98%和8.57%。从上周表现看，仅

休闲服务板块小幅下跌0.61%，其

余板块均录得正收益。 农林牧渔

和有色金属涨幅最大， 分别达到

7.55%和7.49%。

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影响，部

分公募基金在选股上注重安全

边际。 王强表示，5月消费类板块

表现较好，主要因为需求的确定

性较高， 不过从估值角度看，消

费类板块优势并不十分明显。 当

前市场条件下，业绩成长确定性

强、行业景气度持续、估值处在

低位的板块和个股能够提供较

强的安全边际，在一定程度上抵

消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国寿安保基金表示， 整体来

看， 当前市场的行业配置差异不

足， 注重龙头的行业配置格局仍

将延续，养殖、非银、银行等板块

短期出现补跌后性价比提高。 工

银瑞信基金则建议， 阶段性更加

关注国内改革开放类政策落地等

带来的结构性机会。

陈振宇认为， 国家层面的改

革红利会进一步释放， 经济基本

面的活力会被进一步激发， 投资

者的信心也将逐步恢复提升。 尤

其是减税降费为市场带来的积极

影响，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有助

于消费以及企业盈利回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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