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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资金推升行情 改革红利助力转型

□本报实习记者 徐文擎

立冬后的合肥透着丝丝寒

意。 11月9日“建设银行基金服

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巡讲活

动在这座锦绣多姿的江南古都

举行。 国泰君安、华安基金和济

安金信的专家与近百位投资者

分享了中国股市前景和选择基

金的方法。

国泰君安高级策略分析师

戴康认为，今年股市呈现出资金

成本下降后，由增量资金进场带

来行情，明年股市将延续资金流

入的特征，并且未来投资机会可

能出现在由商业模式、 创新、改

革主导的三维驱动模式中。

华安基金指数投资部基金

经理、 助理总监章海默认为，

医药行业存在短期博弈因素

和市场预期修正叠加下的一

个结构性的调整，但随着人口

老龄化和金融资本带动下的

转型扩张， 长期投资价值明

显，未来投资机会可能出现在

医疗器械、新的疗法和诊断技

术、医疗信息化等细分领域。

济安金信副总经理、 基金

评价中心主任王群航表示，投

资者可以在选择主流基金类别

之余， 关注一些细分之后数量

较少、 平均规模较小的非主流

类别基金的特殊投资价值，例

如联接基金。

王群航：掘金非主流类别基金

□本报实习记者 徐文擎

在11月9日举办的“建行

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合肥）”活动现场，济安金信

副总经理、基金评价中心主任

王群航表示，通常情况下投资

者主要会关注大类基金类别，

但一些细分之后数量较少、平

均规模较小的非主流类别基

金，例如联接基金、QDII基金、

生命周期基金、 短期理财债

基、偏债基金的可投资价值仍

然值得关注。

以联接基金为例， 其基

于场内交易的方式在交易速

度和交易成本等方面都优于

场外交易的基金，他们往往希

望投资者能够直接进入场内

进行交易、 直接购买相关

ETF，所以在之前的一般性投

基策略建议中，他们并没有将

联接基金列入重点推荐范围，

但并非其本身没有投资价值，

作为细分之后的非主流基金

类别，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例如投资者由于各种各样的

原因有着黏性很强的交易习

惯和路径依赖行为特征时，联

接基金依然值得关注。

他认为，对于这个专门为

银行渠道定制的基金品种，投

资联接基金实质上就是在投

资其对应的ETF，即可以在交

易所交易的开放式指数型基

金， 继而在投资某个指数，即

该ETF所复制跟踪的标的指

数。 投资该标的指数，应该了

解该指数的内在特征以及行

业分布特点，部分相关指数的

名称已经写明了其专注某个

行业的指数。

他分析称，无论是ETF还

是联接基金，在投资运作的时

候都始终保持着一种稳定不

变的策略：ETF， 股票投资仓

位保持在99%左右； 联接基

金，对于ETF的投资仓位保持

在95%左右。这代表每只联接

基金都是一个特定股票群体

的大集合，并且这个集合的波

动性与股票市场行情有着长

期的高度关联，因此，为了尽

量规避风险同时获取更高的

收益，投资联接基金，第一要

做好一定的择时，第二要做好

一定的行业选择。

王群航提到，2013年市场

上总计发行了31只ETF、5只

联接基金，今年以来截至11月

7日， 总计发行了11只ETF、1

只联接基金。 这种情况表明，

联接基金在目前市场较为稀

罕，而正是这种稀罕才有可能

在特定的渠道背景下，凸显相

关产品的特定价值，例如华安

中证细分医药ETF联接基金

的发行， 该基金投资指向明

确，让沉迷于相关银行渠道的

特定客户群体有了一个良好

的投资医药行业板块的机会；

而作为产品的提供方，如果某

些特定渠道的确有特定的客

户需求，可以通过联接基金这

种方式来满足投资者的特定

需求。 比如，今年医药生物行

业作为国家的七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之一，在人口老龄化和

医药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医

药行业板块价值凸显，但由于

医药行业的高壁垒，普通投资

者可能会望而却步，在这种情

况下，通过银行渠道选择相应

的联接基金便是不错的选择。

章海默：医药行业长期投资价值明显

□本报实习记者 徐文擎

在11月9日举办的“建行

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

会（合肥）” 活动现场，华安

基金指数投资部基金经理、

助理总监章海默表示， 医药

行业存在短期博弈因素和市

场预期修正叠加下的一轮结

构性的调整， 但随着人口老

龄化和金融资本带动下的转

型扩张，长期投资价值明显，

未来投资机会可能出现在医

疗器械、 新的疗法和诊断技

术、医疗信息化等细分领域。

她提到，随着人口老龄化

趋势日渐明显，医药行业本质

上是一个实际需求无限的行

业，而以医保基金为标志的有

效需要是有限的。 2010年前，

有效需求和实际需求一致，因

此行业扩张迅猛，无需选股，

但2010年8月后，以北上广深

为代表的大型城市中老龄人

口增多，在医保基金有限的情

况下，“安徽模式”兴起，医药

行业出现了价格和质量之间

的矛盾，“双信封” 、“最低价

者中标” 情形频频出现，行业

最终走向医改之路，但改革过

程不能一蹴而就，基本会是一

个持续十到二十年的长期过

程，这会为行业带来源源不断

的发展机会。

她认为， 目前医药行业

和市场的基本面有很大关

系， 首先表现是在资金涌入

市场的大环境下， 会进一步

推高相关医药公司的估值，

公司会去进行兼并重组、寻

找新的业务， 促使整个医药

行业有一个持续向前的发

展，“看好牛市的时候不能看

破任何一只权益类股票。” 她

说。 其次，医药行业政策会影

响企业的基本面， 包括业务

类型、业绩表现等。

章海默指出， 医药通常

在牛市轮动中表现出滞后性

的特征， 但目前行业的稳定

新常态基本已被市场所认

同。 如果说过去是有效需求

和实际需求矛盾下的痛苦变

革， 现在则是一个新老需求

交替和结构调整的过程，医

药行业在金融资本的引导下

形成对转型和新兴高效发展

态势的预期。

基于对行业的长期观察，

她预测，未来医疗行业的创新

将来自于医疗器械、新的疗法

和诊断技术、医疗信息化等细

分方面，这其中也将蕴藏相应

的投资机会。 医药“新”公司

主要“新”在创新升级能力包

括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

资本整合能力包括创投资本

和并购资本等。

对于行业存在的市场风

险，她认为明年市场可能出现

大幅回调，这主要来自市场策

略的风险；另外医药上市公司

的基本面或许也会大幅低于

预期， 这与政策风险相联系；

再者，基金面临过度持仓品种

的换仓问题，这将考验基金公

司的择时能力等。

在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情

况下， 好公司占各细分行业

的龙头地位格局将越来越明

显， 从而使得医药指数本身

具有动量和 “选优汰劣” 效

应。 从长期看，由于医药行业

本身预期在明年下半年趋于

稳定， 因而行业指数本身将

跟随行业格局和个股公司的

变化而调整， 从而走出以基

本面为主导的“慢牛” 格局。

戴康：倾听牛市的声音

□本报实习记者 徐文擎

在11月9日举办的 “建行基

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合

肥）” 活动现场，国泰君安高级策

略分析师戴康表示， 今年影子银

行开始收缩， 信托管理总资产下

降， 体现了资金成本下降后由增

量资金进场带来的股市走高行

情， 明年股市将延续资金流入的

特征， 并且未来投资机会可能出

现在由商业模式、创新、改革主导

的三维驱动模式中。

他提到， 从今年4月开始，社

会的非标资产规模开始收缩，二

季度转向固定收益类产品， 三季

度则分流涌入股市， 居民的大类

资产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商业

银行的风险偏好呈现趋势性下降

等。他预测，今年四季度央行会有

一次降息操作， 未来半年央行可

能会有两次降息和降准；2015年

后半年开始， 存在银行资产负债

表减速扩张的可能性。另外，改革

的重要性在上升， 改革红利释放

将成为股市上涨的重要驱动力。

戴康指出， 今年三季度以来

A股震荡走高， 明年股票市场仍

然有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支撑A

股上涨的因素包括市场无风险利

率中枢下行、 沪港通打开增量资

金流入股市渠道， 以及十八届四

中全会推动改革向前推进。 他提

到，A股的贴现率曲线是以国债

收益率曲线为下限、 理财产品收

益率曲线为上限的一个走廊，随

着风险隐患不断积累、 风险事件

的爆发会将风险溢价从目前的理

财产品收益率中剥离， 无风险利

率进一步向国债收益率靠拢，进

而推升A股整体估值向上修正；

同时， 沪港通可能引发AH股估

值趋同的预期， 在边际上带动海

外资金流入A股市场， 海外资金

的持续进入将吸引国内增量资金

进入股市；另外，十八届四中全会

令改革向前推进， 未来深改组审

议通过的财税、国企、司法、户籍、

土地、 教育等改革方案将逐步落

地，实质性推动改革进程，股市和

改革红利释放的关联度上升，而

和经济增长波动的关联度下降，

改革将成为推动A股市场最核心

的因素。

A股存在下跌可能性的主要

因素则包括刚兑打破引发风险情

绪波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以

及《证券法》修订推升注册制推

行的预期可能带来以创业板为首

的主要市值公司股价的波动。

戴康认为， 明年股市的投资

机会存在于由商业模式、创新、改

革主导的三维驱动模式中。

首先， 先进的商业模式享受

更高的估值溢价， 商业模式驱动

具体又分为渠道变革、产品变革、

模式重塑三个层次，电子商务、智

能家居与智能家电、 智能汽车、

4G与云计算、 物流与智能仓储、

配网与充电桩等领域将出现非常

好的投资机会。

其次， 新消费需求和新技术

的产生式创新的源动力， 两者都

能产生具有一定持续性的投资机

会， 例如电子 （智能硬件产业

链）、通信（4G云计算、北斗导

航）、传媒（视频娱乐、游戏）、轻

工（互联网彩票）、休闲服务（免

税、演艺）等领域。

最后， 改革将成为2015年经

济成长最核心的驱动力，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长期是制度红利，如国

企改革、去管制，短期则是放松刺

激，因此国防装备、能源（油气改

革）、国企改革、国家安全战略（北

斗）、高铁及城轨设备、电气设备

与新能源、环保（水和固废处理）

都将会出现不错的投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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