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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资金抢筹新能源汽车ETF

机构看好行业向上趋势

□

本报记者 林荣华 张凌之

2月21日，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ETF正式

成立，公告显示其认购金额约为107.63亿元，

这意味着约有百亿元资金将“变相” 买入25

只新能源汽车概念股。此前，约有42.96亿元资

金近日已通过平安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ETF

流入相关概念股。

事实上， 今年以来美股电动车巨头特斯

拉股价迭创新高，截至2月21日，年内涨幅已

达115.38%。 在特斯拉行情的带动下，A股新

能源汽车板块也走出了一波凌厉行情。 在基

金经理看来， 尽管新能源汽车板块近期涨幅

较大，估值已不便宜，但产业发展向上的趋势

不改。

新能源汽车ETF成热点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ETF2月21日发布

的基金合同生效公告显示， 该基金募集有效

认购总户数约为18.51万户， 募集期间净认购

金额约为107.63亿元， 成为首只募集规模超

100亿元的A股行业类ETF。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ETF招募说明书显

示， 该基金的标的指数为中证新能源汽车指

数。 中证指数公司官网显示，中证新能源汽车

指数选取涉及锂电池、充电桩、新能源整车等

业务的上市公司股票作为成分股， 以反映新

能源汽车相关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 成分股

包括宇通客车、杉杉股份、宏发股份、旭升股

份等25只股票。

根据招募说明书，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

ETF投资于标的指数成分股及备选成分股的

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90%，基金管理人

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 使基金

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值得注意的是，春节以来，标的指数同样

为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指数的平安中证新能

源汽车产业ETF份额大幅增长。 2月3日至21

日， 平安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ETF份额增长

36.17亿份，成为份额增长最多的A股ETF，增

长率达1253.68%。以区间成交均价计算，这期

间约有42.96亿元资金流入平安中证新能源汽

车产业ETF。

特斯拉成风向标

中证指数公司官网显示， 截至2月21日，

今年以来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的收益已经达

到26.38%。

新能源汽车概念股中表现最抢眼的当属

特斯拉概念股。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

月21日， 特斯拉板块2019年12月以来的个股

平均涨幅为71.44%， 位居全部概念板块涨幅

第 11位；2020年以来的个股平均涨幅为

47.35%，位居全部概念板块涨幅第12位；2月3

日以来的个股平均涨幅也达到了25.18%。

新能源汽车个股和特斯拉产业链个股的

突出表现与特斯拉美股表现密不可分。 近一

段时间，特斯拉股价一路飙升。 2月4日，特斯

拉股价盘中创历史新高968.99美元，市值超过

1600亿美元。 2月19日，特斯拉创下历史收盘

新高917.42美元。 股价从300美元上涨至900

美元，特斯拉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 今年以来，

特斯拉股价累计涨幅已达115.38%。

融通新能源汽车基金经理王迪认为，目

前新能源汽车板块内个股的估值已经不便

宜，但从新能源汽车板块历史走势来看，新能

源汽车板块的核心影响因素不是估值， 而是

产业趋势。 考虑到行业趋势明确向上，在基本

面良好的情况下， 预计新能源汽车的行情有

望持续发酵。 王迪判断，新能源汽车的投资机

会主要集中于动力电池产业链和新能源汽车

龙头相关的汽车零部件。 具体到个股的选择，

选择标准是细分领域的龙头、 具备全球竞争

力的优秀公司，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也会延续

这个思路。

基金经理：创业板行情大概率延续

□

本报记者 张焕昀

近日，创业板指连创阶段新高。 对此，不

少投资者更加关注创业板后续走势。 部分创

业板指数相关公募产品的基金经理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前创业板行情

大概率延续，背后有业绩支撑的因素，从估值

角度而言仍处于相对合理水平。 展望未来，在

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 创业板优质上市公司

值得持续关注。

业绩支撑行情

长城创业板增强基金经理雷俊指出，创

业板近来表现优异的核心因素来自业绩提

速。据最新卖方研究统计，创业板的2019年度

业绩预披露比例接近100%，年报的净利润增

速均值为60%， 作为与股价涨幅最相关的因

子，创业板今年行情走好或将延续。

融通创业板指数基金经理蔡志伟表示，A

股上涨的趋势不会改变， 近期落地的再融资

新规对创业板构成重磅利好， 无论是宏观环

境、流动性、监管政策，还是创业板盈利水平、

估值水平都将得到大幅改善， 当前或正踏上

创业板历史上第二轮牛途。

永赢创业板指数基金经理万纯表示，

2019年创业板业绩增长亮眼， 未来货币政策

若转向宽松，对创业板的推动力更强；从行业

分布看， 半导体行业高景气， 而线上娱乐游

戏、特斯拉产业链等具有多重因素催化，是近

期创业板领涨的主要原因。

动态看待估值

蔡志伟表示，从估值水平来看，创业板指

2015年6月泡沫顶点估值最高达到近140倍

PE（TTM），指数本轮调整在2018年10月见

最低点1184点，对应估值28倍PE，而当前估

值修复至59倍PE，在中枢偏上的水平。但同时

应该注意到， 创业板高估值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是板块内个别公司一次性大额计提商誉和

资产减值，减值洪峰过后，创业板指成分股资

产质量显著提升， 动态的看2020年的估值仍

处合理水平。

雷俊表示，从2012年开始，美国纳斯达克

指数一直都处于年内创新高的状态， 如果中

途怀疑纳指投资性价比， 那将损失掉极好的

投资机会。 投资科技创新成长股，主要需要关

注其成长的持续性和研发的投入情况， 如果

业绩兑现能很好地消化估值， 那么在估值切

换后仍将有很好的投资机会。 雷俊援引数据

表示， 各个细分行业的头部公司静态估值都

不是很便宜，机构的持股比较集中，如果一旦

业绩出现回调可能会有拥挤交易的风险，但

从行业内部来看， 部分小公司相对估值略便

宜，可能会有确定的投资机会。

万纯认为，短期的快速上涨后，目前市场

担心创业板估值(PE)相对偏贵，但实际上当前

创业板估值相对主板只是回到了历史均值水

平。 而今年的货币政策预期宽松，有利于创业

板的估值扩张。

科技创新大周期推动

展望未来，在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基金

经理认为， 创业板企业的投资机会值得持续

关注。

雷俊表示，从未来高质量的发展趋势看，

未来将进入科技驱动经济的大周期中， 科技

成长类企业将迎来趋势性的好转。

蔡志伟分析，从宏观环境来看，在内外部

因素推动下， 中国开启了科技创新的产业新

周期。 当前已经进入信息化、服务化的时代，

科技产业是主导产业。 在科技竞争中，科技企

业唯有加大研发投入，自主创新，才能立于不

败之地。 国家也将通过政策扶持，重点培育相

关产业，如5G、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产业等，

这将有力地推动科技企业业绩回升。

嘉实基金常蓁：

坚守能力圈 深耕大消费

□

本报记者 张凌之

2月24日起，即将由常蓁担纲的嘉实回报精选

股票型基金全面发行。 对于为何选择此时推出新

基金， 常蓁指出， 当前多数行业估值处于历史低

位，近3年涨幅为负，同时近12个月股息率较高，长

期具备较大投资机会。

长期看好大消费板块

作为业内少有的具有十余年投研经验的巾帼

女将，常蓁是行业研究员出身，积累了长期深厚的

消费、医药健康等领域投研经验，期间挖掘出大量

优质个股。近10年消费等行业研究员的经历，让常

蓁受益匪浅。 她说：“一方面使我对于消费品的理

解更加深刻，有了完善的研究和投资框架。另一方

面，长时间的研究使我经历过完整的周期，对市场

周期变化的理解也更深入。 ”

常蓁长期看好大消费板块，在她看来，消费行

业容易产生长跑冠军，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存量，

日益增长的居民财富，丰富的消费层次，巨大的内

需空间；未来10年，在经济增长、物价温和上升以

及消费占GDP比重提升等因素驱动下， 消费行业

足以出现确定性增长； 看好传统消费的消费升级

以及新兴消费和服务领域的机会。比如品牌消费、

医疗服务、教育服务、零售、金融、文化娱乐服务等

行业。此外，常蓁也看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制

造业龙头以及景气度较高， 符合经济转型需要的

科技创新型的企业。

谈及风险控制，常蓁表示，最重要的一句话就

是—————坚守能力圈。“我们只有坚守能力圈，不

懂的不投，通过深入研究提升安全边际，才不会犯

致命的错误。我要求自己一是避免买入情绪高涨、

预期过高、估值偏贵的个股；二是适度分散投资，

坚持行业分析优化配置。 ”

赚企业成长的钱

在嘉实的投研体系中， 常蓁目前在GARP策

略组。 GARP是英语Growth� At� a� Rea-son-

able� Price的缩写,� 即以合理价格买入长期优质

潜力成长股。这与常蓁的投资理念十分契合。“我

做投资，不是去赚交易对手的钱，而是从公司基本

面出发，赚企业成长的钱。 ” 常蓁认为，坚持通过

深入的研究，寻找优秀的公司，分享它们的长期成

长，长期来看，一定可以取得不错的收益。 为了寻

找好股票，常蓁认为，应该进行深入研究，既要从

公司本身出发，还要从行业、产业链、上下游进行

系统性、持续性的调研跟踪。如果能够以低估的价

格买入好公司当然最好，但这种机会比较少，因此

只要价格合适就可以买入。

具体看来，GARP策略选择的投资标的看重

公司质地是否优秀， 是否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增长

预期以及股票估值是否合理。 相对成长策略，

GARP策略选择的标的已经具有较好的成长路

径，商业模式更趋成熟，成长风险相对较小，更多

是1到N的成长，而不是0到1的成长。 相对价值策

略，GARP策略选择标的更看重持续成长性。 常蓁

认为GARP策略是个在市场大部分时间有效的策

略，只要市场还在一个正常范围内波动的话，坚持

GARP策略应该能取得不错的收益。

■ 富国基金专栏

去年12月12日，“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

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首次提出。 2月19日发

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称《执行

报告》）对此作了重申，并用专栏的形式解释

了何为“科学稳健” 。 有观点简单认为，强调

“科学稳健”意味着“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减

弱，真的如此吗？

我们认为，“科学稳健” 强调的是“逆周

期调节” 的常态化、系统化和规律化。 换言

之，就是要在科学认识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客

观看待宏观经济的正常波动，关键的时候要

勇于出手，但又不能过度反应，稳健的实施

“逆周期调节” 。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这意味着全球经济面临更多的挑战， 强调

“科学稳健” 体现的是战略眼光， 而具体的

“逆周期调节” 力度，则要根据实际的需要，

进行战术上的调整。所以，不能简单认为“科

学稳健” 的战略定位与“具体力度” 的战术

实际相混淆。 事实上，《执行报告》多次强调

了要“强化逆周期调节” 。

那么，“科学稳健” 具体指什么呢？ 《执

行报告》从“科学把握总量的度” 、“有效把

握结构的度” 和“加大改革的力度” 三个方

面做了阐述， 其根本目标在支持实体经济和

促进高质量发展，既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

速度，又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相对而言，“结构调整” 和“推进改革”

更需要久久为功，而“把握总量” 的政策效果

则更为直接。《执行报告》明确，“把握总量”

的中长期目标为“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

模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基本匹

配” ，既兼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也有利宏

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

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局部

性社会信用收缩” 的背景下，《执行报告》指

出要“强化逆周期调节” ，使得“广义货币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名

义增速” 。因此，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而言，“逆

周期调节” 预计将持续，其力度将取决于货

币和信用扩张的速度， 是否在略高于名义

GDP增速的范围内。

近两年，受内外部不确定环境的影响，违

约事件呈现多发易发的态势， 叠加银行资本

金相对不足，信用扩张速度有所放缓。在此过

程中，人民银行通过MPA考核和LPR改革，积

极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引导资金投向

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

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 ，为修复信用

创造做了大量工作。

短期来看， 在货币和信用扩张修复完毕

前，“强化逆周期调节” 不会结束，流动性仍

将保持合理充裕， 这有利于无风险利率的降

低，以及信用利差的收窄。

富国基金：如何理解科学稳健把握逆周期调节力度？

—企业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