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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动向

■

基金风向标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7.29% 87.19% 0.10%

普通股票型基金 87.29% 87.19% 0.10%

混合型 57.94% 58.22% -0.28%

灵活配置型基金 55.25% 55.50% -0.25%

偏股混合型基金 80.39% 80.86% -0.47%

偏债混合型基金 19.84% 19.81% 0.03%

平衡混合型基金 51.24% 51.80% -0.56%

总计 61.13% 61.37% -0.24%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7.98% 87.62% 0.36%

普通股票型基金 87.98% 87.62% 0.36%

混合型 67.76% 67.91% -0.15%

灵活配置型基金 57.53% 57.75% -0.22%

偏股混合型基金 83.10% 83.20% -0.10%

偏债混合型基金 19.73% 19.84% -0.12%

平衡混合型基金 59.57% 59.52% 0.05%

总计 70.22% 70.31% -0.09%

“金九银十” 预期浓厚

医药股仍是基金“心头好”

□

本报记者 余世鹏

9月首周，A股在多项政策利好

提振下再现“量价齐升” ，带动权

益基金收益明显上升。 公募分析人

士指出， 随着利好政策的持续发

力，市场将在“金九银十” 的预期

下持续回暖。 而超额收益潜力明显

的医药行业，依然是公募持续布局

的投资领域。

独立性及韧性明显

上周以来，从释放降准预期到

降准实质落地，A股市场迎来多重

政策利好。 受此提振，上证综指、深

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均录得不俗涨

幅。 股指大涨之下，北向资金净买

入也发生变化。 Wind数据显示，上

周北向资金合计成交净买入额

280.09亿元，超过7月和8月的净买

入额总和。

“A股近期的独立性及韧性已

越来越明显。 ” 平安基金指出，自9

月以来，北向资金成为本轮行情的

主要推动力量。随着沪指重回3000

点，市场情绪将得到显著提振。“未

来，MSCI、富时罗素、标普等外资

配置资金还将持续流入。 长期来

看，A股估值具备吸引力，风险溢价

处于有利水平，提供了很好的战略

配置机会。 ” 前海联合基金则指出，

在逆周期政策的持续发力下，A股

交投情绪在“金九银十” 预期下，

已出现明显转暖。

数据显示，截至9月6日，股票型

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为85.39%，较

8月底时的83%左右的水平明显提

升。其中，健康医药主题基金实现了

明显的超额收益。数据显示，38只医

药健康主题基金上周有33只实现正

收益，收益最高达到10.3%。 而从近

1个月的回报来看，38只基金的平均

收益高达10.94%。 其中，华夏乐享

健康、 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等基

金收益均超过13%。

某公募的医药基金经理林晓

（化名）对记者透露道，其管理的

医药基金今年以来的业绩超过基

准10多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重仓

了创新药和医药配套服务类标的，

医疗服务、医疗器械等高景气度的

子板块也有所布局。

聚焦高景气度子行业

从A股中期业绩来看，288家

医药公司上半年有186家实现净

利润正增长， 其中有24家公司的

净利增速超过30%。 其中，华润三

九、智飞生物等企业，盈利增速不

仅超过60%， 且盈利规模均超过

了10亿元。

记者发现，生物医药概念指数

今 年 以 来 累 计 涨 幅 达 到 了

26.44%， 但5月至6月期间有过一

波回调。 林晓表示，上半年政策对

医药股行情的影响较大，6月时受

到“4+7”（指在4个直辖市与7个

城市进行带量采购） 试点范围扩

大的影响 ， 医药股曾一度下跌

10%。“但当时我们提前做了回撤

控制，且抓住了医药板块中子板块

的成长机会，所以基金产品整体表

现比较好。 ”

“医药行业的赛道和风口都

具备持续性， 超额收益潜力很明

显。 ” 林晓指出，医药行业的背后

是庞大的健康医疗需求， 若能持

续关注政策变化与细分领域的成

长性， 依然是可以持续布局的投

资领域。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基金

的基金经理李佳存指出， 未来10

年时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

十年，随着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越

来越高，医疗支出的负担会越来越

重。 在这种背景下，医药行业的需

求增长将非常大，其成长性和确定

性远远强于其他消费品。 同时，李

佳存认为，医药行业是一个强专业

性领域，且细分行业众多，在不同

阶段的表现又差异巨大，研究难度

比其他领域更高，需要长时间的专

业积累。若能在这样的行业里长时

间深耕，专业投资者的价值完全能

得以显现。 因此，符合经济趋势的

确定性医药成长标的，将会非常稀

缺，“无论是战略配置意义或长期

持有， 头部医药公司都值得重点

布局。 ”

林晓还指出，接下来在医药布

局的方向上没有大的调整，但考虑

到医药子行业间的景气度差异较

大，接下来会坚持在一些高景气度

的行业进行标的筛选。

机构调研路线图浮现

科技公司升温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Wind数据显示，上周（9月2日-9月6

日） 共有92家上市公司接受多家机构调

研。 机构保持了对上市公司的密集调研，关

注较多的行业有信息科技咨询与其它服

务、电子元件、电子设备和仪器、半导体产

品、建筑机械与重型卡车等。在科技股走强

的背景下， 机构调研对科技行业相关公司

的关注度提升。 回顾发现，9月首周A股迎

来开门红，上证指数连升5日，一周累涨近

4%。 国泰基金表示，预计本轮行情将持续。

92家公司接受机构调研

Wind显示，上周共有金徽酒、中颖电

子、华天科技、拓日新能、万润科技等92家

上市公司接受各类机构调研，进入9月，机

构保持了对上市公司的密集调研。 在上周

机构调研中，机构关注较多的行业有信息

科技咨询与其它服务、电子元件、电子设

备和仪器、半导体产品、建筑机械与重型

卡车等。

在科技股走强的背景下， 机构调研对

科技行业相关公司的关注度提升。 例如，

5G行业上市公司沪电股份上周迎来多批

次机构的联合调研。 参与调研的机构包括

中泰证券、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丰证券投

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等。 公司表示，2019年上半年，公

司5G产品已向全球主要的通讯设备厂商

批量供货。 尽管公司5G产品快速成长，但

由于5G建设依旧处于初始阶段，2019年上

半年公司5G产品占营收比重仍相对较低。

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中颖电子上周迎来泰

信基金、国华人寿、广发基金等机构的联合

调研，机构关注公司芯片的晶圆代工情况、

公司锂电池管理芯片情况等。

上周，国泰君安、中信证券、海通证券、

招商证券、 国盛证券等券商参与上市公司

调研的频次较高， 上述券商重点关注的个

股有顺络电子、康达新材、苏泊尔、元力股

份、悦心健康等。公募机构方面，中欧基金、

南方基金、易方达基金、博时基金、招商基

金等机构密集调研，重点关注了中国重汽、

宁波银行、电科院、苏泊尔、日机密封等上

市公司。 上周，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泰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私募机构调研次

数较多，重点调研的个股有华宇软件、温氏

股份、宏达电子、顺络电子、中颖电子等。保

险及保险资管方面，则有中国人寿保险、国

华人寿保险、 前海人寿保险机构重点调研

了沪电股份、华宇软件、中颖电子、汉得信

息、富瀚微等上市公司。

长期发展趋势向好

A股9月首周迎来开门红，上证指数连

升5日，一周累涨近4%。 北向资金连续7日

净流入，上周净流入达280亿元，刷新2018

年11月以来最大单周净流入额。 华泰柏瑞

基金投资研究部认为， 稳增长和流动性宽

松的预期逐渐增强， 是近期市场持续上涨

的主要原因。 长期来看，利率下行的过程还

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将为市场中长期向

好提供有力的流动性支撑； 目前市场整体

估值仍处在较低水平， 长期发展趋势依然

向好，但短期行情或有反复。另外，9月美联

储降息幅度也会间接影响资本市场， 需要

重点关注。

此外， 中国人民银行9月6日发布降准

消息。 汇丰晋信基金首席宏观及策略师闵

良超认为， 本次降准采取全面降准和定向

降准相结合的方式， 预计释放9000亿元规

模的流动性， 是落实关于降低实体融资成

本的措施。

农银汇理基金认为， 此次降准落地对

于提升市场盈利预期和风险偏好都大有裨

益。 二季度以来，外部环境再生变数，国内

经济数据有所回落， 降准以及后续可以期

待的逆周期政策有助于恢复市场信心。 同

时，也有利于降低市场风险溢价，提升风险

偏好。

上周基金仓位微降

□

恒天财富 李洋 朱艳腾

上周A股单边上涨，上证指数

冲击3000点。沪深300上涨3.92%，

上证指数上涨3.93%，深证成指上

涨4.89%，中小板指上涨5.01%，创

业板指上涨5.05%。 截至上周五，

上证A股动态市盈率、市净率分别

为13.35倍、1.46倍，市盈率、市净

率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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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相比上期

下降0.24个百分点。 其中，股票型

基金仓位为87.29%，上升0.1个百

分点， 混合型基金仓位57.94%，

下降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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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9%， 相比上期上升

0.1个百分点； 混合型基金中，灵

活配置型基金仓位下降0.25个百

分点， 至55.25%； 平衡混合型基

金下降0.56个百分点，至51.24%；

偏股混合型基金仓位下降0.47个

百分点，至80.39%，偏债混合型

基金仓位上升0.03个百分点，至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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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2%， 相比

上期下降0.09个百分点。 其中，股

票型基金仓位为87.98%，上升0.36

个百分点 ， 混合型基 金 仓 位

67.76%，下降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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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8%， 相比上

期上升0.36个百分点；混合型基金

中，灵活配置型基金仓位下降0.22

个百分点，至57.53%；平衡混合型

基 金 上 升 0.05 个 百 分 点 ， 至

59.57%； 偏股混合型基金仓位下

降0.1个百分点，至83.1%，偏债混

合型基金仓位下降0.12个百分点，

至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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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仓位在七成到九成的占比39%，

五成到七成的占比12%， 仓位在

五成以下的占比33.1%。上周加仓

超 过 2 个 百 分 点 的 基 金 占 比

16.2%，28.1%的基金加仓幅度在

2个百分点以内，3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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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短期来看，股票型基金仓位

有所上升、 混合型基金仓位有所

下降。

上周有逆回购到期资金1400

亿元， 央行通过逆回购投放资金

400亿元，周内净回笼资金1000亿

元。 周内资金面整体维持宽松，资

金融出相对充裕，资金价格窄幅震

荡， 央行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

9000亿元，延续稳健货币政策，预

计资金面将维持宽松格局。上周现

券二级市场成交活跃，十年国开债

窄幅震荡，央行降准有利于打开利

率下行空间。

上周A股单边上涨，机构资金

大量流入，两市成交量、成交额大

幅提升，市场情绪恢复，申万一级

行业中除食品饮料和农林牧渔外

均取得正涨幅。 上周A股延续近期

强势表现， 在多重利好作用下，A

股市场放量上涨，同时，外部影响

因素边际效应递减，A股逐渐走出

独立行情。 当前市场情绪回升，短

期注意回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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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