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鹏华上报7只分级新基金获受理

□

本报记者 张昊

证监会网站1月29日公布了新基金募集

申请的受理情况。 鹏华基金公司一口气上报

了7只指数分级基金，并均在1月12日获得受

理， 鹏华基金或将成为未来管理分级基金最

多的基金公司。根据公开信息，鹏华基金最新

上报了7只指数分级基金，分别跟踪中证全指

证券公司指数、创业板指数、中证银行指数、

中证医药卫生指数、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中

证酒指数、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在分级基金领域的提前布局， 让鹏华基

金成为2014年末分级竞赛的最大赢家之一。

自2012年起就发行了第一只分级———鹏华

中证A股资源指数分级基金，截至目前，鹏华

基金旗下已有6只上市交易的指数分级基金，

分别跟踪资源、信息、证券保险、地产、国防、

传媒等六大板块的行业指数。 深交所数据显

示，鹏华旗下这6只已经上市的分级基金场内

交易活跃，交易量均排名靠前。

鹏华基金表示， 还将继续在分级基金领

域深耕细作， 后续不仅布局更多细分领域的

分级基金，而且也将兼顾线上线下的投资者，

使用创新的方式在互动中不断普及分级基金

的投资者教育， 让这一品种能够真正满足投

资者多元化的投资需求。 鹏华基金副总裁胡

湘此前表示，“在新一轮牛市淘金大潮中，我

们专注于卖铁锹， 做中国市场最大的分级工

具供应商，为投资者的财富增长助力。 ”

鹏华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经理王咏辉表

示，从目前来看，许多细分的行业仍然没有

分级基金覆盖，未来分级基金还有相当大的

发展空间。 分级工具产品越多，投资者可以

选择面越广，可以选择其中性价比高、标的

好的产品进行投资，这类产品也自然而然能

长大。

对于同质化的品种， 鹏华基金量化投资

部总经理王咏辉认为先发产品可能仍在市场

认可度上略占优势。对于市场容量大的标的，

或许可以容纳几只品种的同时繁荣， 对于波

动小、市场容量一般的品种，应当尽量避免扎

堆发行。

市况震荡 基金重拾成长白马股

□

本报实习记者 徐文擎

受监管层持续规范杠杆资金入市、 人民

币持续贬值等不利因素影响，A股市场近期

震荡频繁，券商、银行、保险、石油等权重股不

再独领风骚，中小盘股机会频现。金牛理财网

数据显示，截至1月末，2015年以来业绩排名

前十的偏股型基金中，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股票成为基金的重

仓对象，房地产、金融等领涨去年四季度行情

的传统行业股票受到不同程度的减仓，10%

的仓位已算“高配” 。

另一方面，近1月业绩靠前基金的持股仓

位均保持在90%-95%的“顶配” 状态。 多位

接受采访的基金经理表示， 尽管A股的系统

性机会或已告一段落， 但鉴于今年整体预期

走牛，2015全年都将是选股年， 投资者可重

点关注估值低、成长性明确的相关个股。

基金“换股不调仓”

去年底的大盘蓝筹行情造就了一批明星

基金， 其中工银瑞信基金更以工银瑞信金融

地 产 （5.57% ） 和 工 银 瑞 信 信 息 产 业

（8.26%）股票基金笑傲江湖。

然而新年刚过去一个月， 此种情况已悄

然发生改变。 金牛理财网数据显示，近1月来

业绩排名靠前的富国低碳环保股票、 宝盈新

价值混合、银河行业股票、中银策略股票、易

方达科讯股票、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等多

只偏股型基金均重仓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股票。

相较而言，房地产、金融行业股票占比均

有所下降，就排名前十的基金中，景顺长城品

质投资基金配置的房地产行业股票占比最

高，达到19.57%，另外两只基金维持在10%

附近，其余基金近乎零配置。宝盈新价值混合

基金配置的金融业股票占比最高， 达到

9.84%，其余基金几乎零配置。

在“换股” 的同时，基金在股票持仓方面

继续保持了四季度以来的高配状态。 数据显

示，在排名前三十的偏股型基金中，股票仓位

均在85%-95%附近，继续保持牛市预期。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认为，以

券商、银行、保险、石油等为代表的权重股因为

前期累积有大量获利盘、短期回吐压力明显以

及政策性因素影响， 春节前或都将以调整为

主，但鉴于2015年全年预期走牛，权重股长线

还有望在增量资金带动下续创新高，短期存量

资金的博弈在一线和二线蓝筹之间。

深圳某公募基金的投资总监表示，股市

持续震荡或印证了系统性机会已慢慢钝化，

但成长性明确的白马股依然会受到投资者

的追捧，仓位保持高位说明大家对股市仍然

看好。

未来转向价值驱动

“去年四季度以来，相同板块的个股相关

性和市场波动率都大幅提高， 但未来一段时

间内这种现象都会有所变化， 个股相关性和

波动率均会降低， 靠资金和预期推动的行情

基本暂告段落，还要靠价值来驱动。 ” 上述深

圳公募基金的投资总监说，他同时建议，要找

一些市盈率低、成长性已经明确的相关个股。

北京一家公募基金的副总经理称， 白马

成长股正逐渐成为2015年新的投资主线。

WIND数据显示，1月以来涨幅居前的行业包

括计算机、传媒、家电、电子、互联网等，均为

成长性较好的行业。

北京一家 “90后”（第90家及以后成

立） 基金的互联网主题基金在发行期即受

到投资者踊跃认购， 封闭期表现也不俗，据

该只主题基金的基金经理介绍，其标的均以

互联网各垂直领域的龙头公司为主，包括互

联网医疗、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垂直生活等

概念股票。

业内人士称， 今年的投资一方面要抓住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上市融资的结构性机会，

国企改革主题值得研究； 另一方面， 以中小

板、 创业板为代表的企业等在股票市场大扩

容的过程中出现分化走势， 真正的优质股票

会受到政策鼓励和投资者青睐，值得挖掘。

民生加银基金：

民生银行事宜对公司无任何影响

□

本报实习记者 黄丽

上周末，有传言称，原民生银行行长毛晓

峰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更有其他高管也被

调查，其中被点名的一位高管为民生银行董秘

万青元。 除在民生银行身居要职外，万青元也

是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此传言，昨日，民生加银基金内部人士

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目前民生加银没有

收到任何相关通知， 民生银行只是公司股东

方， 其高层变动对公司经营没有任何影响。

“虽然外界传言满天飞， 但公司内部还是很

有序的。 ”

针对民生银行董秘万青元也被调查的传

言，民生银行新闻发言人已表示，其他董事、

监事及高管全部在职在岗， 处于正常工作状

态。 上述民生加银基金内部人士则表示，“董

秘只是万总（指万青元）个人在民生银行的

角色和职务， 不影响他在民生加银这边的工

作。 ”

据民生加银官网介绍， 民生加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于2008年11月3日成立， 由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加拿大皇家银行和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持股

比例分别为63.33％、30％和6.67％。

在基金行业， 银行系基金公司最令人艳

羡，因为银行渠道是基金销售中的主力，所以

他们在传统渠道上有着天然的优势， 股东方

银行往往会给予支持。 民生加银董事长万青

元曾公开表示自己对公司很有信心的，“首

先我们是银行系的基金公司， 在产品销售上

有保障；其次，在投研方面，我们也有民生银

行的固有优势，没有理由比别人差；再次，在

产品和服务方面，我们也能做好。 ” 民生银行

对民生加银基金的意义可见一斑。

民生加银子公司民生加银资产也曾获得

民生银行的鼎力相助。曾有报道称，民生加银

资产成立之初发行成立了多单上市公司股权

质押项目，类似于其委托贷款业务，相当于是

民生银行放贷给资金需求方。 其在开展业务

之初，民生银行给出的通道费用也相当可观。

昨日，民生加银内部人士指出，从渠道上

来讲，民生银行只是渠道之一，民生加银还有

很多主渠道，所以公司业务也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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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首发MSCI中国A股指数ETF

全球领先的投资决策支持工具提供商

MSCI公司宣布， 华夏基金公司已决定采用

MSCI中国A股指数作为其新发ETF产品

-MSCI中国A股ETF的跟踪标的， 并将于3

月份正式登陆上海交易所上市交易。 作为中

国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华夏基金此次

发行的MSCI中国A股ETF将成为中国境内

上市的首只跟踪国际指数提供商编制的A股

指数的ETF。

业内人士表示， 正在发售的华夏MSCI

中国A股指数ETF，共有518只成分股，相当

于“沪深500” ，比沪深300多了新兴产业和

消费行业，行业配置更加均衡，市值覆盖率也

更高。 不同于沪深300指数一成不变的成分

股， 该指数的成分股根据A股市场变化而变

化，更能反应实际情况，是绝佳的宽基指数。

过往业绩来看，该指数从2008年11月至2014

年11月的6年时间里，不仅跑赢沪深300指数

0.7%， 且波动率更低 （数据来源：MSCI�

Bloomberg）。

华夏基金首席市场官李一梅女士表示：

“我们采用MSCI中国A股指数作为本次新

发ETF的跟踪标的主要出于两个考量———

MSCI品牌的全球认知度， 以及这条指数所

提供的市场覆盖广度和分散度。 我们相信综

合上述因素，MSCI中国A股ETF将为有意投

资中国市场的境内和境外投资者提供高效而

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工具。 ”（曹乘瑜）

金牛基金指数1月上涨近7%

□

金牛理财网 何法杰

上周在证监会展开对券商的两融业务核

查、银行收紧伞型信托杠杆以及保监会督导保

险资管业务等多因素的去杠杆效应发酵下，股

票市场出现普遍下挫，以银行、保险、证券等金

融股跌幅居前，石化、军工、地产等板块紧随其

后，上证指数、沪深300分别大跌4.22%、3.85%。

以中小板、创业板为代表的中小盘成长股表现

则相对抗跌，跌幅仅为0.16%、0.98%。虽然央行

重启逆回购，资金延续净投放态势，货币市场

资金利率继续保持相对平稳，而债市收益率则

在短端品种的带动下有所上行，转债在股市下

跌的拖累下再度大跌。

在此形势下， 样本基金整体风格偏向成

长的金牛偏股20指数、金牛股票20指数上周

分别下跌0.95%、1.46%， 显著优于同期沪深

300指数表现。 而据金牛理财网主动偏股型

基金指数数据显示， 近一周其跌幅则达到了

1.20%。与之相较，金牛偏股20指数表现相对

领先，超出同业平均0.25个百分点，金牛股票

20指数则暂时表现稍逊一筹。 在去年5月1日

将最新一届的获奖金牛基金纳入评价范围并

完成最新的样本更换之后， 金牛偏股20指

数、 金牛股票 20指数分别上涨 27.95% 、

32.67%；而其今年以来的涨幅也分别达到了

6.92%、7.62%， 超越同期沪深300指数10个

百分点左右。

金牛理财网偏股型基金指数上周下跌

1.58%， 指数股票型基金指数持续逊于主动

偏股型基金指数，跌幅达到2.53%，而后者则

仅为1.2%： 中证500、TMT以及传媒等行业

指数型基金出现小幅上涨，金融地产、周期

以及上证50、上证180、中证100等蓝筹指数

基金则普遍跌逾5%； 主动型基金则以偏好

信息技术行业的富国低碳环保涨幅居首，达

到了4.09%，大摩品质生活、宝盈睿丰创新、

大摩主题优选、大摩卓越成长等基金涨幅也

均在3%以上。 债券型基金指数同样转而下

跌1.39%， 指数债券型基金指数表现逊于主

动债券型基金指数：偏好信用类纯债资产的

基金表现相对较优，国开鎏金定开、长盛同

丰债券、华安信用四季红等涨幅均在0.5%以

上；而可转债基金以及对股票、可转债配比

较高的二级债基则净值大幅下挫，银华转债

增强、大成可转债、华宝可转债均跌逾10%。

保本型基金指数则小幅下跌0.44%， 货币类

基金指数再度上涨0.6%。

华宝油气重启申购

将比例配售

华宝油气基金（162411）日前宣布将自

2月2日起重启申购及定投业务，此前，受外汇

投资额度限制，该基金自今年1月21日起已暂

停了申购及定投业务。 而重启申购之后，因获

批的外汇投资额度有限， 一旦净申购总额超

过可用额度，将执行“末日比例配售” ，这一

点， 华宝兴业基金在最新发布的相关公告中

已明确提示。

据悉，执行“末日比例配售” ，即对达到

该额度当天的有效申购申请采用 “比例确

认” 的原则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申

请无效， 这也将是国内QDII基金首次在申购

中推行比例配售安排。此外，华宝兴业基金也

表示，2月2日和3日， 通过公司官网申购华宝

油气基金，申购费将降至0。

华宝油气是目前国内唯一跟踪美国油气

上游行业指数的基金， 近来因油价前期的暴

跌而备受关注。 根据深交所数据，截至1月29

日，该基金场内份额已达24.95亿份，业内人

士认为， 意欲抄底油价的资金和套利资金成

为其规模快速增长的主因。

近期，在美国经济增速加速和全球央行

放水的大背景之下， 美元指数一路飙升，人

民币汇率也出现波动。 华宝油气基金经理周

晶表示， 美元指数进一步走强不可逆转，配

置美元资产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份，都有更重

要的战略意义；其中，国际油价目前已跌至

45美元/桶左右，为近6年低位，非常接近底

部区域。 （田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