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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市场中隐藏的机遇

□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指数分级基金经理

马君

股票市场的“随机漫步假说”最早诞

生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这一理论认为，股

票价格的变化类似于化学中的分子“布朗

运动”，具有“随机漫步”的特点，因此，股

价的短期变化是无法根据历史数据进行

推测的。

这听起来有些让人沮丧， 尤其是对于

一个量化投资者来说， 如果历史数据及基

于此数据的模型并没有办法预测股价的未

来变化，那量化投资的成功难道真是“随机

致富的傻瓜”？ 事实并非如此。

影响股价的因素很多， 当证券价格总

是能反映全部信息， 股票的价格总是与价

值相等的时候，市场就是有效的。而在实际

生活当中，市场并不总是绝对有效的，它往

往呈现出一种弱有效性的特征， 这就为投

资者提供了无数致富良机， 只要你有善于

发现的眼睛。

一个现实的例子是本轮市场上涨中分

级

A

类的投资价值。 自

7

月

22

日以来，

A

股上

涨非常迅猛，强势拉升，截至

8

月

5

日，上证

综指累计上涨

8.05%

，股票分级

B

类平均上

涨

25.96%

， 杠杆最高的

B

类份额银华锐进

上涨近

50%

。

B

类份额的上涨并非隐藏机

遇，以银华锐进为例，其净值杠杆约为

3.5

倍左右。而市场上，投资者对于杠杆类产品

的认可度较高， 因此具有良好的投资敏感

度，参与热情高涨。在上述区间，

B

类总成交

额达

163.84

亿元， 规模最大的银华锐进就

占了近一半。

相反，反弹行情中备受冷落的

A

类份额

成为了“隐藏机遇”，往往没有被个人投资

者挖掘， 而敏感的机构则对

A

类偏爱有加。

因为

B

类价格的大幅上涨，部分分级基金甚

至出现超

10%

的整体套利空间， 吸引大量

套利资金进入场内。 这些套利资金需要在

场内将申购的母基金份额拆分分别卖出来

获取收益，因此，导致分级基金的

A

、

B

类份

额二级市场价格遭受打压， 这进一步的压

制

A

类产品价格， 相应地提升其隐含收益

率。

8

月

6

日， 隐含收益率最高的银华沪深

300A

已达到了

7.14%

。 这个“价值洼地”至

今仍然没有被完全发掘。

前述所说的跨市场套利， 同样对很多

投资者来说是个绝佳的“隐藏机遇”。 套利

的原理同样在于市场的弱有效性， 受交易

因素的影响， 分级基金二级市场价格有时

会偏离其价值。 溢价出现之后会有套利投

资者通过申购母基金然后再卖出子份额的

方式来进行套利， 使得非理性的价格重新

回归合理区间。

因此，只要市场预期是有分歧，而投资

者的情绪高涨，基金通常就会出现溢价，而

溢价不会长期存在， 很快就会被套利投资

者消除，以此反复循环，近年来银华深

100

的历史数据也说明了这个情况。 在这个反

复的过程中，

B

级的杠杆投资者充分表达了

自己对于投资的看法，同时，套利投资者也

谋求了无风险收益， 尤其是一些专业投资

者，将套利与股指期货结合，在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风险对冲，进一步增加了收益空间。

可见， 市场的弱有效性或者无效性是

“隐藏机遇”存在的土壤。 因为这些隐藏机

遇， 投资者会在选择资产和买卖时机上下

工夫，努力寻找价格偏离价值的资产，会更

积极进取的追求机会。 投资如此，人生亦是

如此。

大盘蓝筹暂“退烧”

基金转战主题性机会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7月份数据表现不佳， 近期市

场整体呈现高位震荡走势。不少公

募基金认为，利好兑现加上宏观数

据难有大的改观，因此股指短期上

涨动力不足。 不过，由于短期并无

大的利空因素，市场遭遇整体性风

险的可能性也不大，需要重点关注

的则是新股开闸对创业板的分流

影响。 从基金的关注度中发现，基

金对新能源、国企改革等主题性机

会的热情复燃。

市场震荡加剧

周四， 随着8月汇丰PMI初值

低于预期的消息公布，市场转入宽

幅振荡， 沪指重回前期整理平台。

与此同时，创业板综指、中小板综

指本周却再度大幅领先主板，双双

创出年内新高， 已连续四周收阳，

总涨幅超10%。 伴随成交持续放

大，资金流入迹象明显，创业板再

度成为市场风向标。

汇丰晋信基金认为，虽然主板

市场盘中震荡加剧，支撑本轮反弹

的经济复苏预期也有所弱化，但市

场对政策刺激预期会因经济低迷

而进一步提升。从本周基本每天都

有40只左右的个股涨停可以看出，

市场赚钱效应明显，显示市场情绪

良好，资金参与热情很高。

南方基金表示，虽然经济复苏

进程有所反复，但政策放松方向没

有转变，经济短期内没有大的下行

风险，A股运行环境仍偏有利。 经

过7月初以来的快速反弹， 目前上

证指数处于震荡休整期，但并没有

在获利盘打压下出现大幅回落，说

明多头气氛依然浓厚。 展望后市，

随着海外资金的持续流入和沪港

通开通， 市场底部支撑较为扎实，

板块和个股机会将不断涌现。

博时基金唐桦表示，总体来看近

期市场表现和整个经济数据有所背

离，市场整体呈现的是高位震荡的走

势，但并没有受到宏观数据太多的影

响，随着正面预期不断地兑现加上宏

观经济短期走势很难有很大改观，市

场短期缺乏上行动力，市场未来一阶

段维持震荡的可能比较大。

关注主题性机会

上投摩根基金认为，市场在震

荡盘整之后还可能出现一定上涨

空间。 从板块上来看，低估值大盘

蓝筹与新兴成长都有投资机会。建

议关注国企改革和行业政策受益

的低估值蓝筹以及部分基本面出

现反转的行业。 新兴产业方面，电

子板块在 iphone6等新品即将推

出之际维持活跃，主题投资上可关

注泛国家安全以及新能源等板块。

后续要持续跟踪沪港通主题事件

逐步兑现对市场的影响。

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总经理

魏凤春表示，当前谨慎的应对策略

首先可做到大类资产风格平衡，将

股票仓位调整至标配；其次股票的

配置中尽量选择低估值洼地，以控

制前期上涨过头后短期下跌风险。

将配置品种转移到具有较好基本

面预期，并且在本轮反弹行情中尚

未充分表现的公司。不贪恋当前已

然上涨较多的大盘蓝筹，而在主题

配置上可转移至新能源、国企改革

等领域。

广发基金程琨认为国企改革

和农业板块值得关注。“现在大家

对国企改革的预期还比较低，因为

制度上的调整难度较大，但我觉得

过于悲观了。对当前经济的担忧说

到底是对制度结构的担忧，通过改

革，政府的投资效率和企业的经营

效率都会明显提升。 ” 程琨进一步

解释道，现在效益较好的国企市盈

率也仅有10倍出头，如果改革效果

好，涨到15倍、16倍都是很正常的。

中小板收五连阳 基金仓位基本稳定

□

本报记者 李菁菁

上周市场延续高位震荡，中小

板、创业板涨幅较大，中小板实现

五连阳，创业板指涨幅接近5%。 经

济数据和国家政策间的不断博弈

使得基金经理继续维持上两周的

谨慎态度，多看少动，上周仓位整

体基本平稳。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仓位测算

数据显示，截至8月21日，上周偏股

方向基金仓位基本平稳。可比主动

股 票 基 金 加 权 平 均 仓 位 为

85.51%，相比前一周小幅上升0.23

个百分点；偏股混合型基金加权平

均仓位为79.37%，相比前一周微降

0.01个百分点；配置混合型基金加

权平均仓位67.42%， 相比前一周

小幅上升0.02个百分点。

好买基金周度仓位测算结果

显示，截至8月22日，偏股型基金仓

位下降1.89个百分点， 当前仓位

75.04%。 其中，股票型和标准混合

型基金当前仓位分别为80.56%和

66.09%。

根据德圣基金数据，上周加

仓基金多于减仓基金。 从具体

基金来看， 各风格基金操作有

所分化， 加仓幅度较大的多为

操作灵活的蓝筹风格基金，减

仓幅度较大的基金中蓝筹成长

风格均有。

增配石化农林 减配纺织金属

□

万博基金经理研究中心 王荣欣

根据监测数据，截至8月22日，整体来

看， 主动型股票方向基金最新平均仓位为

82.39%，与前一周（8月15日）的平均仓位

82.19%相比上升0.20个百分点。 其中，主

动加仓0.11个百分点。剔除股票型基金后，

偏股型及平衡型基金的整体仓位均值为

74.27%，与前一周（8月15日）的平均仓位

74.13%相比上升0.14个百分点。 其中，主

动加仓0.07个百分点。

股票型基金仓位为86.83%，与前一周

（8月15日）相比上升0.22个百分点。其中，

主动加仓0.13个百分点； 偏股型基金仓位

为77.69%，与前一周相比上升0.17个百分

点。 其中，主动加仓0.09个百分点；平衡型

基金仓位为69.84%， 与前一周相比上升

0.11个百分点。 其中，主动加仓0.06个百分

点。 根据测算， 主动型股票方向基金的平

均仓位为82.39%，与历史仓位比较来看处

于中等偏高水平。

截至8月22日，75只基金（占比15%）

仓位低于70%，109只基金 （占比21.8%）

仓位介于70%-80%，162只基金 （占比

32.4%） 仓位介于80%-90%之间，154只

基金（占比30.8%）的仓位高于90%。 根据

测算，上期共12%的基金主动减仓5个百分

点以上，32.4%的基金主动减仓5个百分点

以内，34.6%的基金主动加仓5个百分点以

内，21%的基金主动加仓5个百分点以上。

上周55.6%的基金主动加仓。

从增配强度来看， 上周基金平均增配

强度较大的行业主要有石化（增配强度为

14.46， 下同）、 农林 （10.19）、 建筑

（9.59）、矿物（7.38）、地产（5.77）等行

业；从减配强度来看，上周基金平均减配强

度较大的行业主要有纺织 （减配强度为

9.36，下同）、金属（7.19）、印刷（6.74）、

文体（5.65）等行业。

从增配强度的分布来看，基金对石化、

农林、建筑、矿物、地产、运输、采矿等行业

的增配强度最大；其次是综合、橡胶、通用、

农副、化纤、皮革、文教等行业；基金对家

具、商务、仪表、电气、汽车、化学、交运、社

会服务等行业增配强度不明显。

从增配的基金数量来看， 上周共

81.03%的基金增配石化，73.59%的基金增

配农林，77.67%的基金增配建筑，79.82%

的基金增配矿物，74.85%的基金增配地

产，80.41%的基金增配运输，75.80%的基

金增配采矿，76.92%的基金增配综合 ，

73.62%的基金增配橡胶，75.68%的基金增

配通用，58.92%的基金增配农副，62.27%

的基金增配化纤，60.52%的基金增配皮

革，60.43%的基金增配文教，76.67%的基

金增配家具，61.25%的基金增配商务 ，

56.22%的基金增配仪表，61.03%的基金增

配电气，64.10%的基金增配汽车，52.28%

的基金增配化学，53.72%的基金增配交

运，54.71%的基金增配社会服务。

从减配强度的分布来看， 基金减配最

明显的行业主要是纺织、金属、印刷、文体、

医药、专用等行业；其次是批零、科技、有

色、造纸、钢铁、食品等行业；基金对餐饮、

公共事业、信息、服装、金融、饮料、木材等

行业减配较不明显。

从减配的基金数量来看， 上周共

68.89%的基金减配纺织，75.20%的基金

减配金属 ，71.02%的基金减配印刷 ，

69.83%的基金减配文体，74.42%的基金

减配医药 ，61.03%的基金减配专用 ，

66.53%的基金减配批零，68.43%的基金

减配科技 ，65.42%的基金减配有色 ，

61.03%的基金减配造纸，60.27%的基金

减配钢铁 ，72.01%的基金减配食品 ，

62.37%的基金减配餐饮，60.03%的基金

减配公共事业，69.27%的基金减配信息，

60.09%的基金减配服装，73.02%的基金

减配金融 ，59.05%的基金减配饮料 ，

65.09%的基金减配木材。

上周基金增配的行业(截至8月22日)

上周基金减配的行业(截至8月22日)

上周各类型基金仓位(截至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