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周巡讲预告

8

月

31

日

主办方：中国证券报 中国建设银行

承办方：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

摄影

1

鲁孝年

摄影

2

鲁孝年

摄影

3

鲁孝年

2013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一

16

下期巡讲预告

责编：殷 鹏 美编：苏 振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鲁孝年 摄

8月31日

主办方：中国证券报 中国建设银行

承办方：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

成长股内部将出现风格切换

□

本报记者 万晶

8

月

24

日， 中国建设银行、

中证报联合主办， 国泰基金承

办的“建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

证金牛会（湖北站）”活动，聚集

了

400

多名来自武汉建行各大

营业网点的优秀客户经理和高

端客户。 国泰事件驱动基金经

理王航分析了宏观政策走向和

未来投资方向， 济安金信副总

经理、 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群

航向投资者介绍了择时和选基

的技巧。

王航指出， 今年中报披露

将成为分水岭， 被过度乐观情

绪推高的个股有回落风险，不

过周期股难有持续的趋势性行

情， 风格切换会发生在成长股

内部。 可以从两个维度寻找投

资机会： 一是经济发展瓶颈的

解决之道；二是改革过程中，因

行业结构变化而受益的行业和

个股。

王群航强调策略选基、灵

活应对， 要重新审视长期投资

理念， 关注新基金法和管理办

法给基金投资带来的变化，股

票型基金的净价值波动将会加

大， 混合型基金在大类资产配

置方面更灵活， 有望迎来良好

发展期。

王群航：混合型基金配置会更灵活

□

本报记者 万晶

8

月

24

日，在中国建设银行、中证

报联合主办，国泰基金承办的“建行基

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湖北站）”

上，济安金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群航向投资者介

绍了如何策略选基、灵活应对的办法，

并分析和预测了在新《基金法》的施行

及其配套法规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 《办

法》）颁布之后，股票型基金净值的波

动或加大， 混合型基金在大类资产配

置方面将更加灵活。

重新审视长期投资

王群航提出，要在充分了解基金

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投基理念。 基金

只是一种投资工具，择时和择基是必

须的，投资者要重新审视“长期投资”

这个理念。 首先，基金只是一种专业

化的理财工具，不能绝对地将其视为

专家理财；基金公司的角色定位更多

地只是理财工具的制造商、 提供商；

投资者必须充分了解每一种理财工

具的特性，好好运用它们。 其次，投资

基金必须择时、择基，大家要根据自

己情况来选择投基。 再次，“长期投

资”这个理念需要重新审视，没有绝

对的僵化的长期投资，长期持有业绩

不好的基金是非常痛苦的；只要大家

能够在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基金

进行投资，我们的投基行为就是标准

的、理性“长期投资”。

王群航还建议，选基金必须要先

选基金公司，那些旗下基金资产总量

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的基金公司，表

明投资者对这些公司比较认可，愿意

把资金交给他们管理。

看好混合型基金

要在充分了解产品的基础上形

成合适的投基策略。 对于股票型基

金，王群航指出，新《办法》征求意见

稿显示， 未来股票型基金的最低股

票仓位限制是

80%

，而原有法规规定

60%

以上资产为股票，这

20

个百分点

的提高标志着股票型基金性质发生

根本性变化。 在原有法规下，股票型

基金的股票仓位可以在

60%

至

95%

之间波动，

2005

年至

2012

年， 股票型

基金平均仓位为

79.64%

， 反映出业

内倾向高仓位运作。 未来股票仓位

下限设为

80%

，那么股票型基金平均

股票仓位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不会低

于

85%

，股票持仓未来将会以

87.50%

为中轴进行有限的波动， 这意味着

股票型基金的风险将会加大， 净值

波动将会加大， 对于这样的股票大

集合， 将要求投资者对股市行情有

明确的走势判断。

谈到混合型基金时，王群航丝毫

不掩饰他的偏爱。 王群航认为，从去

年年中开始，随着混合型基金的监管

放开，其股票投资仓位的波动区间已

由过去的

30%

至

80%

变为

0%

至

95%

，混

合型基金正在回归本源，在大类资产

配置方面将会更灵活，对股市不看好

时，股票仓位可以降为零，对股市看

好时股票仓位可以升至

95%

。未来，混

合型基金可以在股市大涨时获得高

收益， 而在股市下跌时规避风险，只

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全面地显现出基金这种 “专业理财”

工具的应有特点。 他建议投资者关注

这些基金的定期报告，观察混合型基

金每天的净值变动和股市的变动来

简单测算仓位，跟踪观察其大类资产

配置情况，选择综合表现良好的混合

型基金。

王群航还推荐了带有定期开放

特征的纯债型基金，该类基金风险相

对较低，运作较为平稳，收益较高。 他

指出好的货币基金年收益率超过

4%

，

应优先选择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在

120

至

180

天的老式货币基金，而不

推荐

T+0

的货币基金。

此外，王群航还点评了部分类型的

基金创新产品， 不推荐短期理财债基、

浮动费率产品和带有清盘机制的产品，

推荐定期开放产品和发起式基金。

王航：两维度寻找投资机会

□

本报记者 万晶

8

月

24

日，在中国建设银行、中证

报联合主办，国泰基金承办的“建行

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湖北

站）”上，国泰事件驱动基金经理王航

认为， 市场对改革红利有较大预期，

引入市场化机制可提高运行效率和

企业盈利， 未来结构性行情有望延

续。 投资者可以从两个维度寻找投资

机会： 一是经济发展瓶颈的解决之

道，涉及到能源、环境和劳动力等方

面；二是改革过程中行业结构发生变

化，关注受益行业和个股。

看好转型受益产业盈利前景

对于经济和政策判断， 王航指

出， 今年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增速放

缓，地方财政主要依赖土地收入。 投

资者需要关注政策的底线，一方面期

望增强信心改变预期，另一方面对经

济增速的容忍底线下移。

在谈到中期和短期市场风险时，

王航判断， 中期经济下行硬着陆发生

概率低，从近两个月数据来看，经济已

经企稳。短期主要是流动性风险，由于

中国外汇管制，美国退出

QE

对中国冲

击不大，需要警惕的是心理冲击。

6

月

份下旬流动性危机会否在三四季度重

演？ 如果市场一致担忧会影响到权益

类证券，股票型基金会提前减仓，一致

操作容易造成机构之间互相倾轧。

当前上证指数跌到

2000

点左右获

得支撑，王航认为，这说明市场对于

改革红利有较大预期，引入市场化机

制之后，能够提高运行效率和企业盈

利。 虽然原材料价格下跌，但人工成

本高企，企业净利低位徘徊，资产周

转率短期难以显著提升， 多数行业

ROE

仍不乐观。 从中报披露情况看，

盈利较好的公司主要还是集中在转

型受益的新兴产业。

“未来推出符合预期的金融、 财税

体制、土地和生产要素价格等方面的改

革措施，是在

GDP

增速下台阶后市场估

值不再下台阶的重要支撑。 ”王航分析，

今年以来许多新兴行业股票涨幅巨大，

中报业绩公布后将会产生分化，被过度

乐观催高的行业和个股将有回落风险，

不过不会出现持续的趋势性的周期股

复辟，风格切换更可能发生在成长股内

部。 应关注“次高”行业和个股，即传统

行业中低估值的、且由于企业自身原因

而盈利大幅提升的成长股。

关注经济发展瓶颈

投资者未来应如何选股？ 王航给

出建议，可以从两个维度寻找投资机

会。 一是经济发展瓶颈的解决之道，

涉及到能源、环保和劳动力的；二是

改革过程中行业结构变化。

在能源结构方面，目前煤炭占比

大，造成高耗能和空气污染。 王航认

为，应关注能源结构调整，清洁能源

占比提升将成为趋势，今年采掘业整

体跌幅较大，但与油、气有关的许多

个股涨幅超过

40%

甚至翻倍。 在环保

股方面，投资者可以关注由于环保不

达标而关闭、导致产能淘汰，产品供

给向环保达标企业集中这一情况，这

些达标企业就是受益企业。

王航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升级

版值得关注，即工程师红利。 近年大

学毕业生大幅增多，智力密集型行业

面临人口红利，安防、信息等行业值

得关注。

另一个选股思路在于改革过程中

行业结构变化。 王航指出，要关注改革

中受益的行业和个股。 如医改，以药养

医的格局将会改变，诊疗费将提高，带

动医疗设备、 试剂和医疗器械方面的

需求提升， 预计未来医疗器械将会以

每年超过

20%

的速度增长，而制药行业

增速将会放缓。 金融改革将带来间接

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重变化， 未来银

行

ROE

必然收缩， 券商的

ROE

将会提

升。 消费品方面，高端白酒今年跌幅巨

大，而大众消费品崛起，未来将延续。新

兴产业方面， 以应用为基础的文化传

媒互联网行业继续值得看好， 不看好

没有技术支撑而纯炒作概念的个股。

王航认为， 未来结构性行情有望

延续， 进行组合管理降低

β

， 可以以

GARP

策略选取标的股票， 涉及多个

行业、具有不同的市值规模和风格，如

机械、化工等行业的低估值成长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