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筹暴动”搅局 基金排名战再生悬念

本报记者 张昊

随着2014年岁末的到来，公募基金最终的排名也即将揭晓。 虽然今年仅剩8个交易日，但公募基金的排序依然充满变数，四季度超出很多人预期的“蓝筹暴动”行情必然引发戏剧性结果。

老牌牛基地位难撼

（摘要：市场风格大转换引发基金排名逆袭原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然而意料之外的是，大部分今年以来保持领先的“牛基”地位依然难以撼动，至少从10月末至今的前十位基金排名变化并不大。 ）

从近一月公募基金业绩排名可以看出，诸多新面孔加入了“牛基”阵营。 其中，海富通国策导向近一月涨幅高达55.93%，而这只基金今年以来的业绩为72.79%，明显的反转令这只基金一下子跻身股票型基金今年以来涨幅第三名，成为本轮行情的最大黑马。

此外，汇丰晋信大盘股票、金元惠理新经济主题股票、汇丰晋信龙腾股票、金元惠理核心动力股票近一个月的涨幅也超过或接近40%。 包括上述基金在内的多只基金今年以来的主要业绩都由近一个月的交易日完成，这意味着，这些“识时务者”及时抓住了市场反转的投资机会。

市场风格大转换引发基金排名逆袭原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然而意料之外的是，大部分今年以来保持领先的“牛基”地位依然难以撼动，至少从10月末至今的前十位基金排名变化并不大。

10月27日，上证综指收于2290.44点，这是从今年 9月初至今的最低位。 从那时开始 ，多只“601”开头的“中”字头大盘蓝筹开始启动，“601舰队”的多数成员股价从 10月末至今已经翻番。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10月27日可以被视为此轮“蓝筹暴动”行情的起点。 对比 10月末和现在的基金排名可以看出“逆袭”基金是否能够撼动老牌“牛基”的地位。

数据显示 ，截至10月 27日，股票型基金今年以来收益排名的前 5名是：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工银瑞信信息产业股票、大摩多因子策略股票。 截至 12月19日，股票型基金今年以来收益排名的前5名是 ：工银金融地产股票、工银瑞信信息产业股票、海富通国策导向、宝盈策略增长股票、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除了海富通国策导向是真正的逆袭者，其余都是“牛基”的老面孔，其中工银金融地产股票在10月 27日的排名已经到达24位并且势头明显，算不上真正的逆袭，宝盈策略增长在10月27日的排名更是已经到达第 12位。

与此同时，与10月27日相比，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的排名从第 2名滑落至第10名，中邮战略新兴产业的排名从第1名滑落至第5名。 此外，12月19日的前10名榜单中，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近两个月期间一直保持着第7名的地位，中邮核心主题股票从10月27日的第9名上升至第 6名，而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和长信量化先锋也都是今年以来的老牌“牛基”。

四季报披露之前，我们还无从了解这些“牛基”是怎样在市场风格巨变之下继续保持优势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基金的管理者无疑是当下最出色的基金经理。

红了蓝筹 绿了成长

（摘要：近期成长股的走势让我很郁闷。 ”深圳一家中等规模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坦言。 持续了两年的成长股结构性行情，使得一批擅长自下而上选股的基金经理脱颖而出，而市场风格的陡然转换，导致场内资金和增量资金同时向蓝筹股转移，这已经对许多坚守成长的基金经理造成很大压力。 ）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基金经理都能迅速适应市场风格的转换，而坚持固有的投资风格、潜心集聚独具的优势，也正是职业投资者专业性的体现，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对持有人负责的表现 。 但无论如何，这些基金在此轮市场风格转换中排名落后了。

12月15日，四川一家生态农业概念公司在停牌一个多月后复牌，并公布了非公开发行预案，多家机构踊跃认购 ，公司高管也参与定增。 截至今年 9月末，7家基金持股占到该公司流通盘的近四分之一。 以往 ，这样的公司在复牌后股价都会出现连续涨停，而在市场风格转换的背景下，12月15日复牌后该公司的股价却出现5连阴走势 ，股价直逼定增价 。 诸如此类的成长股近期走势，令很多基金经理承受着压力。

“近期成长股的走势让我很郁闷。 ”深圳一家中等规模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坦言 。 持续了两年的成长股结构性行情，使得一批擅长自下而上选股的基金经理脱颖而出，而市场风格的陡然转换，导致场内资金和增量资金同时向蓝筹股转移，这已经对许多坚守成长的基金经理造成很大压力。

尽管很多擅长成长股投资的基金经理认为成长股前期的涨幅已经过大，存在回调的需要，但是他们依然认为在业绩的成长性和股价的安全性之间可以保持平衡。 纵观 2600家上市公司，其中还是有很多估值较低、成长性较好、行业前景可期的上市企业，很多基金经理的主要精力依然放在挖掘这类公司上面。

值得肯定的是，与自上而下的选股逻辑相比，自下而上选股的基金经理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他们比很多同行更加勤奋地去上市公司调研，也更加敏锐地感知经济转型的方向。 但近期成长股的走势令这些基金经理感到迷茫 。 上述深圳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近期排名滑落了近50位，而他并没有明显的调仓行为。 在当下的行情下，继续坚持自己的选股思路需要更多的勇气 。

很多市场人士都看空未来的成长股走势 ，他们甚至认为每次成长股的反弹都是卖出的机会。 “存量的散户很有可能因为看不到未来而撤出，如果公募也要向蓝筹转移，一旦踩踏发生就会产生很可怕的后果。 ”深圳一位私募人士表示。

也有的基金经理相对乐观。 宝盈基金的张小仁就表示，真正的牛市到来之时应该是“百花齐放”，而不是“一枝独秀”。 张小仁相信明年的市场蓝筹会有不错的表现，而真正的牛股依然只能出自成长股，因此他会成长与蓝筹兼顾。

蓝筹行情还能走多远

（摘要：今年以来股票型基金收益排名第四的宝盈策略增长基金经理彭敢更加重视明年蓝筹股的投资机会。 他表示，2015年的行情会出现“两个分化”———大盘股会分化，小盘股也会分化，普涨的格局不太可能出现，金融 、地产也难以确认触及顶部，有变革和创新基因的公司依然会脱颖而出。 彭敢表示，在今年 10月份以前，大盘股基本是不需要关注的，但明年的大盘股一定要关注，而且要认真关注，“大盘股会有很多机会。 ”）

市场的博弈永远不会结束，2014年排名大战落幕之际就是2015年排名大战的启幕之时。 此时“牛基”基金经理的观点颇具参考价值。

今年以来股票型基金收益排名第二的工银瑞信信息产业基金经理王烁杰和刘天任，依然看好信息产业板块的未来表现 。 王烁杰认为，美国经济从2000年的纳斯达克泡沫到现在，信息产业始终作为整个经济的增长引擎，结构调整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 虽然每年都会不一样，但逻辑和思路以及大的方向不会变，在中国也是如此。 刘天任甚至并不认同市场风格已经发生转换的说法。 他认为，短期的资金偏好和他长期追求的方向并不矛盾，他相信市场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 刘天任明确表示，第一，他们的能力圈仍然在成长股这一方面；第二 ，短期资金偏好难以判断；第三，他不认同市场风格切换的观点，最后市场将是水涨船高。

今年以来股票型基金收益排名第四的宝盈策略增长基金经理彭敢更加重视明年蓝筹股的投资机会。 他表示，2015年的行情会出现“两个分化”———大盘股会分化，小盘股也会分化，普涨的格局不太可能出现 ，金融、地产也难以确认触及顶部，有变革和创新基因的公司依然会脱颖而出。 彭敢表示，在今年10月份以前，大盘股基本是不需要关注的，但明年的大盘股一定要关注 ，而且要认真关注，“大盘股会有很多机会。 ”

即便充分确认了大盘蓝筹股可能存在的机会，但彭敢依然强调了对于成长股的坚持。 “出于追求卓越的考虑，我们核心的品种依旧围绕优秀成长股，做‘核心 ’加‘卫星’的组合 。 ‘卫星’部分会做大的调整 ，加入一些估值比较低、基本面没太大负面因素的品种，比如电力、农业、银行等等。 ‘核心’部分主要在互联网领域，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 当然，一些蓝筹股也会放在核心里 ，包括一些具有核心竞争力、也有创新精神的蓝筹公司。 ”

中邮基金发布公告表示 ，备受瞩目的中邮战略新兴产业从12月16日开始恢复日常申购赎回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有媒体报道，12月16日当日中邮战略新兴产业便获3亿元资金申购。 有分析师表示，这只明星基金此刻打开申购很有可能是趁当下成长股调整而抄底买入。

2015年蓝筹与成长之间的市场博弈、公募基金之间的排名博弈即将开始……

fund

本周话题

4

FUND�WEEKLY

基金周报

金

牛

2014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一

“蓝筹暴动”搅局 基金排名战再生悬念

□本报记者 张昊

随着2014年岁末的到

来，公募基金最终的排名也

即将揭晓。 虽然今年仅剩8

个交易日，但公募基金的排

序依然充满变数，四季度超

出很多人预期的 “蓝筹暴

动” 行情必然引发戏剧性

结果。

老牌牛基地位难撼

市场风格大转换引发基金

排名逆袭原本是意料之中的事

情，然而意料之外的是，大部分

今年以来保持领先的 “牛基”地

位依然难以撼动，至少从

10

月末

至今的前十位基金排名变化并

不大。

从近一月公募基金业绩排名可以看出，

诸多新面孔加入了“牛基” 阵营。 其中，海富

通国策导向近一月涨幅高达55.93%，而这只

基金今年以来的业绩为72.79%，明显的反转

令这只基金一下子跻身股票型基金今年以来

涨幅第三名，成为本轮行情的最大黑马。

此外，汇丰晋信大盘股票、金元惠理新经

济主题股票、汇丰晋信龙腾股票、金元惠理核

心动力股票近一个月的涨幅也超过或接近

40%。 包括上述基金在内的多只基金今年以

来的主要业绩都由近一个月的交易日完成，

这意味着，这些“识时务者” 及时抓住了市场

反转的投资机会。

市场风格大转换引发基金排名逆袭原本

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然而意料之外的是，大部

分今年以来保持领先的“牛基” 地位依然难

以撼动， 至少从10月末至今的前十位基金排

名变化并不大。

10月27日， 上证综指收于2290.44点，这

是从今年9月初至今的最低位。 从那时开始，

多只“601” 开头的“中” 字头大盘蓝筹开始

启动，“601舰队” 的多数成员股价从10月末

至今已经翻番。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10月27

日可以被视为此轮“蓝筹暴动” 行情的起点。

对比10月末和现在的基金排名可以看出“逆

袭” 基金是否能够撼动老牌“牛基” 的地位。

数据显示，截至10月27日，股票型基金今年

以来收益排名的前5名是： 中邮战略新兴产

业、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工银瑞信信息产业

股票、大摩多因子策略股票。 截至12月19日，

股票型基金今年以来收益排名的前5名是：工

银金融地产股票、工银瑞信信息产业股票、海

富通国策导向、宝盈策略增长股票、中邮战略

新兴产业。 除了海富通国策导向是真正的逆

袭者，其余都是“牛基” 的老面孔，其中工银

金融地产股票在10月27日的排名已经到达

24位并且势头明显，算不上真正的逆袭，宝盈

策略增长在10月27日的排名更是已经到达

第12位。

与此同时，与10月27日相比，财通可持

续发展主题的排名从第2名滑落至第10名，中

邮战略新兴产业的排名从第1名滑落至第5

名。 此外，12月19日的前10名榜单中，浦银安

盛价值成长股票近两个月期间一直保持着第

7名的地位，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从10月27日

的第9名上升至第6名， 而华商主题精选股票

和长信量化先锋也都是今年以来的老牌“牛

基” 。

四季报披露之前， 我们还无从了解这些

“牛基” 是怎样在市场风格巨变之下继续保

持优势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基金的管理

者无疑是当下最出色的基金经理。

红了蓝筹 绿了成长

近期成长股的走势让我很郁闷。 深圳一家中等规模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坦言。 持续了两年的成

长股结构性行情，使得一批擅长自下而上选股的基金经理脱颖而出，而市场风格的陡然转换，导致场内资金和增量资金

同时向蓝筹股转移，这已经对许多坚守成长的基金经理造成很大压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基金经理

都能迅速适应市场风格的转换，而

坚持固有的投资风格、潜心集聚独

具的优势，也正是职业投资者专业

性的体现，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对

持有人负责的表现。 但无论如何，

这些基金在此轮市场风格转换中

排名落后了。

12月15日，四川一家生态农业

概念公司在停牌一个多月后复

牌，并公布了非公开发行预案，多

家机构踊跃认购， 公司高管也参

与定增。 截至今年9月末，7家基金

持股占到该公司流通盘的近四分

之一。 以往，这样的公司在复牌后

股价都会出现连续涨停， 而在市

场风格转换的背景下，12月15日

复牌后该公司的股价却出现5连

阴走势，股价直逼定增价。 诸如此

类的成长股近期走势， 令很多基

金经理承受着压力。

“近期成长股的走势让我很

郁闷。 ” 深圳一家中等规模公募基

金的基金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坦言。持续了两年的成长股结构性

行情，使得一批擅长自下而上选股

的基金经理脱颖而出，而市场风格

的陡然转换，导致场内资金和增量

资金同时向蓝筹股转移，这已经对

许多坚守成长的基金经理造成很

大压力。

尽管很多擅长成长股投资的

基金经理认为成长股前期的涨幅

已经过大，存在回调的需要，但是

他们依然认为在业绩的成长性和

股价的安全性之间可以保持平衡。

纵观2600家上市公司，其中还是有

很多估值较低、成长性较好、行业

前景可期的上市企业，很多基金经

理的主要精力依然放在挖掘这类

公司上面。

值得肯定的是， 与自上而下

的选股逻辑相比， 自下而上选股

的基金经理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

他们比很多同行更加勤奋地去上

市公司调研，也更加敏锐地感知经

济转型的方向。但近期成长股的走

势令这些基金经理感到迷茫。上述

深圳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近期排

名滑落了近50位， 而他并没有明

显的调仓行为。 在当下的行情下，

继续坚持自己的选股思路需要更

多的勇气。

很多市场人士都看空未来的

成长股走势， 他们甚至认为每次

成长股的反弹都是卖出的机会。

“存量的散户很有可能因为看不

到未来而撤出，如果公募也要向蓝

筹转移， 一旦踩踏发生就会产生

很可怕的后果。” 深圳一位私募人

士表示。

也有的基金经理相对乐观。宝

盈基金的张小仁就表示，真正的牛

市到来之时应该是 “百花齐放” ，

而不是“一枝独秀” 。 张小仁相信

明年的市场蓝筹会有不错的表现，

而真正的牛股依然只能出自成长

股，因此他会成长与蓝筹兼顾。

蓝筹行情还能走多远

今年以来股票型基金收益排名第四的宝盈策略增长基金经理彭敢更加重视明年蓝筹股的投资机会。 他表示，

2015

年的行情会出现“两个分化”———大盘股会分化，小盘股也会分化，普涨的格局不太可能出现，金融、地产也难以确认触

及顶部，有变革和创新基因的公司依然会脱颖而出。 彭敢表示，在今年

10

月份以前，大盘股基本是不需要关注的，但明年

的大盘股一定要关注，而且要认真关注，“大盘股会有很多机会。 ”

市场的博弈永远不会结束，

2014年排名大战落幕之际就是

2015年排名大战的启幕之时。此时

“牛基” 基金经理的观点颇具参考

价值。

今年以来股票型基金收益排

名第二的工银瑞信信息产业基金

经理王烁杰和刘天任，依然看好信

息产业板块的未来表现。王烁杰认

为， 美国经济从2000年的纳斯达

克泡沫到现在，信息产业始终作为

整个经济的增长引擎，结构调整不

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虽然每年都

会不一样，但逻辑和思路以及大的

方向不会变，在中国也是如此。 刘

天任甚至并不认同市场风格已经

发生转换的说法。 他认为，短期的

资金偏好和他长期追求的方向并

不矛盾，他相信市场最后呈现出的

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刘天任明

确表示，第一，他们的能力圈仍然

在成长股这一方面；第二，短期资

金偏好难以判断；第三，他不认同

市场风格切换的观点，最后市场将

是水涨船高。

今年以来股票型基金收益排

名第四的宝盈策略增长基金经理

彭敢更加重视明年蓝筹股的投资

机会。 他表示，2015年的行情会

出现 “两个分化” ———大盘股会

分化，小盘股也会分化，普涨的

格局不太可能出现，金融、地产

也难以确认触及顶部，有变革和

创新基因的公司依然会脱颖而

出。 彭敢表示，在今年10月份以

前，大盘股基本是不需要关注的，

但明年的大盘股一定要关注，而

且要认真关注，“大盘股会有很

多机会。 ”

即便充分确认了大盘蓝筹股

可能存在的机会，但彭敢依然强调

了对于成长股的坚持。“出于追求

卓越的考虑，我们核心的品种依旧

围绕优秀成长股， 做 ‘核心’ 加

‘卫星’ 的组合。‘卫星’ 部分会做

大的调整， 加入一些估值比较低、

基本面没太大负面因素的品种，比

如电力、农业、银行等等。 ‘核心’

部分主要在互联网领域，如互联网

金融、互联网医疗。当然，一些蓝筹

股也会放在核心里，包括一些具有

核心竞争力、也有创新精神的蓝筹

公司。 ”

中邮基金发布公告表示，备受

瞩目的中邮战略新兴产业从12月

16日开始恢复日常申购赎回以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有媒体报道，

12月16日当日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便获3亿元资金申购。 有分析师表

示，这只明星基金此刻打开申购很

有可能是趁当下成长股调整而抄

底买入。

2015年蓝筹与成长之间的市

场博弈、公募基金之间的排名博弈

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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