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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椹元：持续看好国防军工板块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在11月8日举办的 “建设银行基

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南京

站）” 活动现场，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

级、 富国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分级基

金基金经理章椹元表示， 改革是这一

轮牛市行情的基础。 在改革持续进行

过程中，看好军工、国企改革、环保以

及丝绸之路板块。

章椹元指出，从短期市场来看，流

动性宽松持续存在， 不少券商预期明

年会有几次降息。 降息预期和持续的

政策托底，会给短期市场带来信心。 具

体到四季度，市场短期波动会加大，主

要原因在于前半年整体市场参与度比

较高， 很多人会考虑在四季度进行获

利了结操作。 如果四季度经济数据出

现比较敏感的波动， 这些获利了结操

作可能会给市场造成一定压力。

章椹元表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

是牛市行情的中后段，市场风格可能会

有所改变。 现在市场整体风格停留在中

小市值股票上。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之

后市场仍然按照乐观预期发展，一些有

业绩较好的股票肯定会受更多资金青

睐。 风格转换概率会更大一些，例如医

药板块、金融板块，特别是金融板块里

非银行板块可能受到资金青睐。 这几个

板块的业绩增长比较确定，而且目前这

些板块的股票估值不算高。

章椹元表示，未来经济数据的变化

将成为这一轮牛市行情后续发展的最

大影响因素。 判断未来几个月市场走

势， 关键看经济数据是否会低于预期。

10月公布的一些数据低于预期，但由于

目前仍处于牛市行情，大家对这些数据

的悲观反应相对滞后，如果未来经济数

据连续不达目标，市场就会从当前乐观

情绪中反转过来，回到悲观情绪里。 接

下来市场关心的问题是改革对经济的

影响。 初期，大家对改革寄予希望，认为

改革以后经济将有明显增长，但改革初

期会给经济带来阵痛。 在这段时间，经

济数据很难得到有效改善。 因此，判断

2015年市场整体走势关键看政府对经

济改革的力度和决心。

针对市场关心的军工板块，章椹元

表示，国防军工行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力点。 不仅看好

整个军工板块今年的表现，而且看好未

来五到十年的表现。 一方面源于政府对

军工行业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源于

中国军工行业内部增长需求。 除军民融

合给电子软件和通信公司带来的投资

机会外，军工行业目前最大的投资机会

在于整个军工行业改革进行资产注入

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通过十大军工集团

将自己优质资产注入到军工行业上市

公司里面完成的。

单开佳：股基存较大机会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在11月8日举办的 “建设银行

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南

京站）” 活动现场，海通证券基金研

究中心首席分析师、 董事副总经理

单开佳表示， 近期市场上涨更多来

自于政策面和资金面支持， 而非经

济面。 在政策面和资金面博弈过程

中，结构性机会有望延续。

单开佳说，从整个A股市场看，

股票类基金仍有较大投资机会。 对

于债券市场，年末将近，很多机构有

获利了结心理。 另外，2006年到

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涨

幅好的股票， 四季度往往表现不会

太好，说明四季度机构动作明显。因

此，在四季度的债券配置上，机构开

始逐步获利了结， 准备迎接明年一

季度债券市场的进一步上涨行情。

单开佳表示，从海外转型经验和

目前中国情况看，未来中国经济将进

一步下台阶。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

济将不断寻找增长的新引擎， 所以，

成长依然是未来市场中长期的重要

主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未来市场

投资机会依然存在，成长性题材值得

从中长期角度看好。 从短期来看，尤

其是四季度，市场变化会比较大。

对于四季度的市场行情和风格

转换，需要关注基本面、资金面和政

策面三个方面。 基本面上，未来经济

下台阶是一个趋势，只要不出现极度

脱离预期的变化，基本面的变化不会

对市场有太大影响，因此，需要把视

角更多放在资金面和政策面上。

短期来看，CPI仍处低位， 预计

未来CPI也不会出现大波动，依然会

维持低水平， 这将支持央行继续

“放水” ，整个资金面宽松会在四季

度持续。政策面上，四季度政府将继

续实施一些稳增长和调结构政策，

因此，政策面相对乐观。但市场风格

往哪儿走，取决于政策往哪儿指。如

果稳增长政策多一些， 则可能周期

风格板块上涨会多一些； 如果政策

以调结构为主， 成长类个股的投资

机会会更多一些。

单开佳表示， 从当前海外市场

看，海外产品类基金值得关注，未来

比较看好日本市场。 日本央行放水

非常明确， 短期内基金产品会有不

错的表现。美国市场方面，美国企业

盈利在不断上升， 相比欧洲有更多

投资机会。

对于基金投资方法， 单开佳表

示，基金投资应把握“天地、人和” 。

天地之道， 需要分析大类资产与风

格资产配置，研究市场走势和变化。

人和之道， 需要对基金经理进行研

究，对一些投资人来说，判断基金风

格应了解基金经理风格， 根据不同

基金经理风格选择符合自己投资理

念的基金产品。

改革进行中 结构性行情将延续

□本报记者 倪铭娅

11月8日， 在南京索菲特银河大

酒店，由富国基金协办的“建设银行

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南京

站）” 活动现场迎来了数百名慕名而

来的投资者， 他们分享了投资专家的

观点。

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导师主席

团执行主席范剑平表示，如果黄金每

盎司跌破1100美元，就有投资价值；

高于1100美元只有消费价值。 国际

金融危机以来， 各国都实施宽松政

策，未来可能出现大通胀，因此，减少

货币资产配置比重，增加实物资产配

置比重是当前较好的防患于未然的

理财举措。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富国中

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分级基金基金经理

章椹元表示，在改革持续进行过程中，

看好军工、国企改革、环保以及丝绸之

路板块。从短期市场来看，流动性宽松

持续存在， 不少券商预期明年会有几

次降息，降息预期和持续的政策托底，

会给短期市场带来信心。 从政府对军

工行业改革的决心以及中国军工行业

内部增长需求看， 不仅今年的军工板

块值得期待， 未来五到十年的表现也

被看好。

海通证券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

师、董事副总经理单开佳表示，近期市

场上涨更多来自于政策面和资金面支

持，而非经济面。在政策面和资金面博

弈过程中，结构性机会依然会延续。从

整个A股市场看， 股票类基金有较大

机会。在四季度债券配置上，机构开始

逐步获利了结， 准备迎接明年一季度

债券市场的上涨行情。

范剑平：增加实物资产配置比重正当时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在11月8日举办的 “建设银行基

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南京

站）” 活动现场，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

导师主席团执行主席范剑平表示，今

年美元增值， 一方面是美国经济率先

复苏，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另一方面是

欧洲、日本经济复苏缓慢，欧元、日元

贬值， 这有可能给大家带来黄金投资

机会。如果黄金每盎司跌破1100美元，

就有投资价值， 高于1100美元只有消

费价值。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实

施宽松政策，未来可能出现大通胀，因

此，减少货币资产配置比重，增加实物

资产配置比重是当前较好的防患于未

然的举措。

范剑平表示，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制定的GDP先行指数测

算， 未来6个月经济仍有下行压力，四

季度GDP增速明显回升的可能性不

大，预计同比增速在7.3%左右，原因主

要是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已经

形成。

针对市场关心的房地产市场情

况，范剑平表示，四季度房地产投资将

继续下降， 预计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长

10%。 影响未来房地产走势的因素主

要看两大指标： 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有没有积极性购置土地； 二是房地产

开发企业购置土地后有没有积极性开

工。 从这两个指标看，未来房地产投资

增速会进一步下滑。 货币政策刺激的

减弱以及人口流速的放缓， 导致房地

产市场需求减弱， 房地产市场供求变

化明显。

范剑平表示， 四季度经济放缓的

原因主要是受房地产市场回落影响。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9月房地产市

场指标与8月相比均为下降。 尽管9月

底央行出台了放松限贷政策，但从当

前市场看，购房需求不大。 如果说过

去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现在

这个发动机再怎么修都不可能像过

去一样发挥强劲作用。 因为中国城镇

家庭户数已超过预期拐点，而房屋套

数超过家庭户数，供过于求局面已经

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