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表

fund

08

基金动向

2015

年

2

月

9

日 星期一

编辑：李菁菁 美编：王力

■

基金风向标

普通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金仓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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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基金公司持仓情况

普通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金调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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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走势分化

基金操作趋谨慎

□

本报记者 李菁菁

上周创业板表现一枝独秀，蓝

筹股承压明显， 尤其是沪深

300

、上

证

50

等指数跌逾

3%

。 基金经理仓位

操作上趋于谨慎，继续小幅减仓。 风

格方面， 成长风格基金操作继续分

化，蓝筹风格基金持续减仓。 公司方

面，除工银瑞信、光大微幅加仓外，

均保持高度一致减仓。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仓位测算数

据显示，截至

2

月

5

日，偏股方向基

金上周仓位整体小幅下降。 可比主

动 股 票 基 金 加 权 平 均 仓 位 为

88.29%

， 相比前周下降

0.30

个百分

点；偏股混合型基金加权平均仓位

为

83.09%

， 相比前周下降

0.57

个百

分点；配置混合型基金加权平均仓

位

71.90%

， 相比前周下降

0.58

个百

分点。 测算期间沪深

300

指数跌

3.30%

，仓位有较为明显被动变化。

扣除被动仓位变化后，偏股方向基

金变动轻微。

根据德圣基金数据，风格方面，

成长风格基金操作继续分化， 蓝筹

风格基金持续减仓。 公司方面，除工

银瑞信、光大保德信微幅加仓外，均

保持高度一致减仓。 大型基金公司

中，大成、嘉实、华夏等减仓明显，减

仓幅度较大的仍为中小基金公司。

其中，中邮、浙商、万家等减仓幅度

最大，代表性产品如万家和谐、中邮

主题等。

观察基金近期仓位可以看出，

自

1

月股市步入震荡以来，基金经理

仓位操作逐步趋于谨慎， 连续小幅

减仓，从基金具体持仓情况来看，更

看重成长和蓝筹的均衡配置。

进入

2015

年后， 市场高位震荡

且波幅加大， 但决定市场中期趋势

的核心未变。 德圣基金认为，近期监

管层的股市去杠杆措施扰动市场，

但并不会逆转市场趋势。 基金投资

建议保持稳健操作， 并着眼于中长

期投资机遇的把握， 关注蓝筹风格

产品，主动型基金如新华分红、诺安

配置等； 中小盘风格基金短期虽出

现反弹，但中期风险仍较大，不建议

大幅参与， 尤其基金经理投资管理

能力平庸的产品。

好买基金周度仓位测算结果显

示， 上周基金配置比例位居前三的

行业是传媒、医药和家电，配置仓位

分别为

7.17%

、

4.99%

和

4.54%

； 国防

军工、 综合和钢铁三个行业的配置

比例居后， 配置仓位分别为

0.59%

、

0.80%

和

0.84%

。

上周，基金主要加仓了传媒、家

电和计算机三个板块， 加仓幅度分

别为

4.50%

、

2.17%

和

2.11%

； 农林牧

渔、 综合和国防军工三个行业的减

仓幅度较大， 减仓幅度分别为

2.07%

、

1.56%

和

1.52%

。

公募基金仓大幅上涨， 主动调

仓与名义调仓的方向、幅度基本相

同， 公募基金吸筹状况愈发明显，

仓位已经连续两周大幅上升。 目

前，公募基金仓位总体处于中性偏

高水平，这一因素对市场影响偏于

利空。

行业配置方面，加仓状况明显

显示出不同基金的不同选择倾

向， 部分基金大肆加仓创业板中

占主导

TMT

板块， 希望捕捉结构

性行情带来的收益； 部分基金选

择加仓家电、 医药等板块规避风

险； 部分基金则在大盘连续下跌

后选择悄悄吸纳金融、 汽车等板

块。 由于近期经济数据欠佳，农林

牧渔、钢铁、机械等周期性板块遭

受减持， 短期缺乏热点的国防军

工也被机构抛弃。

增持农林医药

减持机械餐饮

□

天天基金 刘文涛

过去一周股市先扬后抑，中

证全指收于4184.68点， 与1月30

日相比下跌2.41%，偏股型基金逆

势大幅加仓。 截至2015年2月6

日，统计成立一年以上的361只普

通股票型基金和207只偏股混合

型基金， 普通股票型基金仓位平

均测算结果为89.27%， 较上期监

测仓位上升4.19个百分点； 偏股

混合型基金仓位平均测算结果为

77.46%， 较上期监测仓位上升

2.83个百分点。

过去一周偏股型基金仓位变

化与市场走势相反，上周中证全指

下跌2.41%，考虑持仓市值下跌后

的预测显示普通股票型基金主动

加仓4.50个百分点，偏股混合型基

金主动加仓3.29个百分点。

361只普通股票型基金中，共

有 325只基金主动加仓， 占比

90.03%；而在207只偏股混合型基

金中， 共有182只基金主动加仓，

占比87.92%。

从仓位分布上看， 普通股票

型基金仓位集中在80%以上，其

中仓位在90%以上的基金占普

通股票型基金总数的64.54%，仓

位在80%-90%的基金占普通股

票型基金总数的21.33%。 偏股混

合型基金仓位集中在70%以上，

其中仓位 在 70% -80% 和 80%

-90%的基金分别占偏股混合型

基金总数的 27.05%和 37.68% ，

仓位在90%以上的基金占偏股

混合型基金总数的18.36%。 从不

同规模基金的平均仓位来看，普

通股票型基金中大规模基金的

平均仓位较高：30亿以下规模的

基金的平均仓位为88.84%，规模

在30亿至100亿之间的基金平均

仓位为90.71%，100亿以上规模

的基金的平均仓位为92.42%。偏

股混合型基金中同样是大规模

基金的平均仓位较高：30亿以下

规 模 的 基 金 的 平 均 仓 位 为

76.27%，规模在30亿至100亿之

间的基金的平均仓位为80.51%，

100亿以上规模的基金的平均仓

位为81.76%。

行业配置上， 在28个申万一

级行业中， 目前基金持仓较为集

中的板块是餐饮旅游、医药生物、

农林牧渔和银行等行业。上周，医

药生物、农林牧渔、计算机和汽车

等行业有较大幅度的增持， 机械

设备、 餐饮旅游和非银金融等行

业有较大幅度的减持。 从基金各

行业仓位相对于各申万一级行业

流通市值占比的超配情况来看，

本期偏股型基金超配较多的行业

为餐饮旅游、通信、食品饮料和商

业贸易等行业， 低配较多的行业

为纺织服装、化工、电子和银行等

行业。

规模前十大基金公司中有均

进行了主动加仓， 其中汇添富基

金、易方达基金和博时基金的加仓

幅度较大， 分别主动加仓6.30%、

5.92%和4.40%。 剔除样本基金数

量少于3只的基金公司后，统计60

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的简单平均

仓位发现： 本期平均持仓最高的5

家基金公司依次为华泰柏瑞基金、

农银汇理基金、国泰基金、浦银安

盛基金和汇添富基金；平均持仓最

低的5家基金公司依次为东方基

金、天弘基金、金元惠理基金、国投

瑞银基金和中欧基金。 本期70家

基金公司的仓位标准差为6.54%，

与上期相比略有下降，显示出各家

基金公司对市场后续走势预期的

分歧度有所减小。

从基金公司的仓位调整情况

来看， 本期加仓的基金公司增多：

本期有67家基金公司主动加仓，

占比95.71%；3家基金公司主动减

仓，占比4.29%。 剔除样本基金数

量少于3只的基金公司后， 本期加

仓幅度前5名的基金公司依次为浦

银安盛基金、农银汇理基金、万家

基金、 天治基金和华泰柏瑞基金；

加仓幅度后5名的基金公司依次为

汇丰晋信基金、华商基金、华富基

金、融通基金和大成基金。

部分基金经理认为

节前难有大行情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上周A股市场延续了之前的调

整态势。 2月2日至4日，大盘指数窄

幅震荡， 央行在2月4日晚间降准

后，2月5日大盘却高开低走，2月6

日更是大幅下跌。对此，一些公募基

金认为，本次降准对市场利好有限，

节前难有大行情。不过，公募基金对

于近期操作策略则分歧明显， 有公

募基金认为市场在节前将震荡下

跌，建议减仓避险，亦有公募基金认

为经过此番调整， 大盘股将迎来配

置良机。

期待更多政策出台

就在央行宣布降准后的两个交

易日，大盘连续下跌。 对此，天治基

金认为，降准对市场利好有限。 2月4

日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目

的是缓解春节前后流动性紧张局

面、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增强商

业银行放贷能力、促使“宽货币” 向

“宽信用” 传导、提高货币乘数。 但

由于春节前降准完全在市场预期之

内； 之前一个月大盘股调整形成了

大量套牢盘； 降准本质上只是正常

的流动性调节手段， 不能直接压低

利率等原因， 因此这次降准对股市

的刺激远远不及降息，2月5日大盘

高开低走，2月6日继续下跌。

泰达宏利基金亦认为， 本次降

准是对一季度处于通缩环境的再确

认， 降准意在对冲外汇流出和经济

下滑。 降准周期已经打开，未来预计

还会有进一步放松流动性的政策措

施。 本次降准的直接受益板块是金

融和地产。 但一次降准并不能改变2

月指数区间震荡的判断， 指数要想

打开3500点上方的空间， 奔向4000

点， 还需要政策组合拳和经济基本

面的配合。

基金操作分歧明显

不过，一些基金公司对于近期的

操作策略，则分歧明显。 天治基金认

为，由于降准已经兑现，股市不涨反

跌，市场情绪受到很大打击，在没有大

利好的情况下，大量止盈盘或止损盘

将出逃，因此春节之前大盘都将以震

荡下跌为主。 由于“杠杆” 会助涨助

跌、放大市场波动，因此不排除中间出

现阶段性的大跌。 建议谨慎对待金

融、地产类行业。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

融、电商、传媒板块前期涨幅较大，短

期面临调整压力。 整体上，春节前大

盘蓝筹股和前期涨幅较大的成长股

都有较大风险，建议减仓避险，等待市

场调整到位后再买入。

而泰达宏利基金认为，1月份的

市场表现实质是大股票在监管和各

类利空下的融资盘出清过程， 杠杆

出清孕育出大股票年内最低点机

会。 5、6月份，大股票迎来分红季，下

半年地产销量有望稳步复苏， 大股

票将迎来持续性的机会。 而经过1月

份的调整，银行、券商、保险、地产等

大股票已经跌出了一定的空间，年

度配置的机会凸显。

汇丰晋信基金则认为， 从估值

来看，目前沪深300整体估值水平仍

处于历史均值下方， 其所蕴含的风

险溢价水平也高于历史均值， 潜在

收益相较其他大类资产有足够的风

险补偿， 因此估值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 在居民资产配置再平衡的背景

下，增量资金推动上涨趋势明显。 总

体而言，对市场依旧较为乐观，并相

信低估值大盘蓝筹板块下行风险相

对较小，上涨空间更大，相对吸引力

更强。 而成长股尤其是题材股的结

构性风险或未完全释放充分。 此外，

上证50ETF期权将在2月9日推出，

市场波动性加大不可避免。

普通股票型 偏股混合型

基金总数

361 207

加仓基金数量

237 108

主动加仓基金数量

325 182

主动加仓基金占比

90.03% 87.92%

减仓基金数量

124 99

主动减仓基金数量

36 25

主动减仓基金占比

9.97% 1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