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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疾进 一季度股基平均涨33%

□

本报记者 黄丽

4月1日，公募基金2015年一季度净值公

布完毕。 今年以来，创业板涨幅达到59%，一

扫去年底的颓势。 与此同时，重仓成长股的

股票型基金扬眉吐气。 根据金牛理财网的数

据 ， 一季度股票型基金平均涨幅达到

32.54%，混合型基金平均涨幅达到24.55%。

涨幅居前的几乎都是成长主题基金，富国低

碳环保与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基金涨幅居

首，截至3月31日，其涨幅分别达到87.8%和

81.22%。

回顾年初以来的市场，改革和转型的乐观

预期是支撑A股市场的中坚力量，影响力居于

其次的是监管层对股市的态度和市场的制度

创新。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

在创业板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绝大多数基金

经理认为，短期内创业板有调整需求，但目前

市场情绪依然偏热，在新开A股账户数以及两

融余额持续上行的背景下，增量资金依然有推

升市场继续上行的能力。

一季度股基普涨三成

今年一季度，上证指数上涨15.87%，创业

板指数更是暴涨58.67%， 不仅创下创业板历

史最大季度涨幅，更是今年一季度全球股市涨

幅最大的一个指数。

在市场的牛气氛围带动下，权益类基金赚

得盆满钵满。 根据金牛理财网的数据，一季度

股票型基金平均涨幅达到32.54%， 近一年平

均涨幅达到71.89%； 混合型基金平均涨幅达

到24.55%，近一年平均涨幅为55.99%。

从排名上看， 涨幅居前的基本为成长主

题基金。 在股票型基金中， 富国低碳环保以

87.8%的涨幅位居首位，汇添富移动互联涨幅

也超过80%，达到81.22%。 汇添富民营活力、

国联安优选行业、汇添富社会责任、长信内需

成长今年以来涨幅均超过70%。 总体来看，跑

赢创业板指数的股票型基金共有17只。 混合

型基金中，易方达新兴成长、宝盈新价值涨幅

超过70%。 在可比的365只混合型基金中，共

有6只基金跑赢创业板指数，七成混基涨幅超

过上证指数。

市场上行趋势稳固

在基金净值大涨时， 资金被赚钱效应吸

引，正持续进场“扫货” 。 据记者了解，不少基

金公司近期发行新产品时均以“日光” 告终，

权益类产品均迅速售罄。 截至目前，部分业绩

亮眼的基金已经关闭申购来保护原持有人的

权益。

与此同时，创业板泡沫之争也甚嚣尘上。

近日，创业板走势并不顺畅，这究竟是牛回头

还是泡沫濒临破灭之兆？ 部分执著于成长股

的基金经理告诉记者， 创业板的上涨是长期

趋势，这是一轮健康的牛市。 但他们也普遍认

为，这段时间创业板确实有一定的回调压力，

“涨多了都要调，这是正常的表现。 ”

信达澳银基金相关人士认为，由于当前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稳增长政策陆续推

出，财政、货币政策的持续宽松和房地产放

松调控政策的集中出台，意味着当前政策对

股市仍处于友好阶段。 2015年以来，增量资

金不断涌入， 也极大地改变了市场原有格

局。 “我们需要警惕政策利好兑现可能带来

的阶段性调整，但A股市场的上行趋势依然

稳固。 ”

前海开源基金表示，目前市场情绪依然偏

热，在新开A股账户数以及两融余额持续上行

的背景下，增量资金依然有推升市场继续上行

的能力。 在3月汇丰PMI预览值以及1-2月工

业企业利润再次走弱的情况下，目前担心点或

仍在经济基本面，若事实证明前期宽松政策并

未带来经济的改善， 不排除市场大幅下探可

能。 短期而言，前期过度炒作的成长股面临较

大回调压力，建议规避。

大君智萌董事长吕长顺：牛市行情不要轻易下车

□

本报记者 张洁

经历了周二的短暂回调， 周三A股继续

“任性” 上攻，市场信心虽小幅受挫，但资金

入市热情不改，牛市的预期强烈。 对于接下

来市场走势，看好的板块及个股，大君智萌

的董事长吕长顺表示：“虽然近期市场情绪

出现明显分化，但就沪指站稳3700点点位并

不回头而是继续上攻，就意味着市场情绪继

续白热化，短期内冲破4000点指日可待。 ”

中国证券报： 沪指在

3700

点点位站稳

后，后续行情如何演绎？

大君智萌：从历史数据推论，此轮牛市

由最低点的1849点开始，至少翻倍，即应该

涨到3850点左右， 但就目前的市场氛围来

看，或者会到4000点左右。不过，这也并不能

判断牛市到顶，毕竟券商的开户量还在不断

增加，房地产资金还在加速流向股市。 目前

市场上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房地产投资

的剩余资金。 另外，在央行调整利率后，固定

收益类产品的投资吸引力降低，而浮动收益

类的产品会受到欢迎。

房产新政出来后，A股冲高回落。由于市

场仍然处于牛市，所以调整不会太深。 而创

业板已基本调整到位，后市还会继续创出新

高。 但快速上攻也意味着风险加速聚集，我

认为，预计进入5月份后，股市可能会出现系

统性的下跌。

中国证券报：股市如此热闹，现阶段如

何操作？

大君智萌：牛市的列车正在飞奔，现在

应该是股市回报最丰厚的时候，所以不要轻

易下车。 无论上攻到哪个阶段，在市场调整

之前，都不要轻易言顶，否则你一定会后悔。

但如果没有入市，就需要警惕风险。

中国证券报： 今年值得投资的板块有

哪些？

大君智萌： 今年依然看好创业板公司，我

们将继续围绕健康医疗和TMT领域进行投

资。对于医疗及医疗服务，我们认为，整个中国

老龄化趋势加重，但人均收入越来越高，而相

对于发达国家医疗器械和药品1:1的市场占

比，中国目前仅为1:5。所以，从投资角度来看，

医疗器械依然有极高的投资价值。 在TMT领

域，我们主要关注极具爆发力的企业。

险资优化投资图谱

权益相机而动 非标继续加码

□

本报记者 费杨生

多位上市保险公司高管表示， 在大类资产

配置上将继续坚持稳健原则，优化投资组合，逐

步加码非标资产配置， 降低银行存款在投资中

的占比，股票、基金等权益投资则将更注重风险

管控，相机而动。

掘金牛市更重防风险

中国人寿副总裁杨征表示， 去年以来股市

出现了波动较大的牛市行情， 目前还在演化升

级， 中国人寿将尽力使短期资产配置进一步贴

近市场，较多地攫取市场机会，在风险可控情况

下，适当提高当期收益。

他说，目前来看，投资比例会适当提升。 再

往后， 会积极谨慎地评估波动较大的股市对于

公司短期、长期收益风险的影响。

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末，保险机

构在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方面的资金运用余额

为11476.24亿元，占比12.01%。 业内分析师称，

如果该比例升至15%，将有约3000亿元险资入

市。 而在降息周期、资本市场财富效应下，险资

继续加仓权益类投资是大概率事件。

年报显示， 中国人寿2014年权益类投资

比例从2013年的8.39%升至11.23%； 中国平

安从2013年的10.5%上升至14.1%；中国太保

升至10.6%； 新华保险的股权型投资占比升

至11.3%。

各大保险公司的净投资收益也创出近年来

新高。 比如，中国平安的净投资收益率达5.3%，

创3年新高。这拉动了保险公司业绩的增长。平

安证券分析师缴文超说，2014年上市保险公司

盈利大幅增长主要来自于投资收益的恢复和增

长。从历史趋势看，保险公司的盈利基本与资本

市场的变化相关，在投资较好的年份，保险公司

的盈利水平也较好。

但在A股指数大幅攀升之后， 险资高管均

强调牛市的波动性，表示将相机而动，注重管控

风险。太保资管总经理于业明认为，今年股票市

场的波动会很大， 但中期仍看好权益类资产的

表现。

“人保集团对于资本市场的战略配置是按

照3年滚动计划进行的， 不会因一时涨跌就加

大权益类资产的配置力度。 ” 中国人保集团副

总裁盛和泰称， 公司业绩不可能建立在不稳定

或者说波动性很强的股票市场上。他强调，将加

强投资的流动性管理， 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以绝对收益为核心，提高投资收益水平。

盛和泰说，在权益类投资方面，将优化投资

结构，把银行优先股作为配置选择对象，加大对

“一带一路” 机遇期的投资项目和机会的战略

把握。

“我们不喜欢太冒险， 要建立符合自身的

稳健投资组合， 所以权益类投资的更多力量将

放在行业研究和精选个股上。 ” 人保资产副总

裁石新武称。

而在降息周期下， 银行存款在险资投资中

占比的下调将是大趋势。杨征说，目前中国人寿

绝大部分的投资还集中在固定收益、 银行存款

上，这种结构不会永远保持这样，未来将逐步分

化到更多元化的市场、品种、渠道上去。 在降息

周期，这方面的投资比例会逐步有所减少，中国

人寿会积极寻找风险可控、质量较高的行业性、

金融性产品来替代。

继续加码另类投资

在不少保险公司看来， 这些可替代的产品

就是非标产品。盛和泰说，人保集团将继续加大

固定收益类资产的配置， 特别是非标产品的配

置，包括债权投资计划等。

于业明透露，在固定收益投资领域，今年

比较关注信用债， 还会重点关注包括信托计

划、债权计划等在内的另类投资。 随着相关规

范性文件的出台，中长期而言，另类投资会是

不错的配置。

新华保险副总裁陈国钢表示，2015年投资

仍将坚持谨慎保本原则， 继续以固定收益类投

资为主，不会参与金融衍生品投资。

由于另类资产投资具有期限长、收益率高、

风险低、筹资额大等特点，非常契合保险资金的

投资特性， 近年来成为各大保险公司的资产配

置的重点。从上市险企来看，其另类投资的占比

在2014年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根据中国平安

的年报，截至2014年年底，平安在固定收益类

投资中的债权计划和理财产品、 权益投资中的

理财产品和股权类基建投资等非标资产投资规

模超过2000亿元， 约占投资资产总额的15%，

非标资产占比较2013年提高5.8个百分点。

截至2014年年底，新华保险非标资产投资

达1214亿元，其中2014年新增526亿元。 该公

司非标资产投资以高等级类固定收益金融产

品为主。

陈国钢表示， 新华保险的非标投资十分注

重产品的品质，会定期进行风险压力测试，确保

投资的安全。 未来将稳步加大这方面的投资。

探索境外投资等新领域

除了非标投资，在境外投资等新兴领域，保

险公司也在积极探索中。 杨征说， 海外投资方

面，中国人寿已开始试点，将继续积极地进行尝

试，并逐步加大海外投资力度。而对于其他新兴

投资领域，只要政策允许都会去积极尝试。

保监会3月31日公布了 《关于调整保险资

金境外投资有关政策的通知》， 赋予保险机构

更多的境外投资市场、品种范围，包括放开了对

香港创业板市场股票的投资等。

人保资产副总裁石新武透露， 人保香港资

产管理公司已在去年4月获准设立， 将很快获

得相关牌照，之后就会开业。目前，投资系统、人

员等方面的准备已基本到位。此外，人保资产去

年已对包括欧洲在内的多个项目进行勘察。

盛和泰表示，在国际化战略方面，人保集团

的国际化首先是保险业务的国际化， 以此带动

机构的国际化；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将更多侧

重于具有地缘优势的市场、项目。 同时，围绕国

家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侧重于与大型企

业和机构的合作。 人保集团还将整合集团内部

的再保险资源，通过再保险平台的搭建，为国际

化战略的实施搭建又一个平台。

此外，在“一带一路” 、国企改革等领域，保

险公司也将积极参与。杨征表示，中国人寿将结

合整个经济形势发展、 产业结构转型等大环境

的变化，根据公司投资的需求，进一步调整投资

的行业结构，包括大健康、大养老、新兴经济等。

傍亏损上市公司 网贷平台老板受让股票质押

红岭创投上市疑云

□

本报实习记者 周文静

在“互联网金融”概念大热的市场环境下，

网贷平台与上市公司的合作并不稀奇。 但当一

个历经两次亿级类坏账的网贷平台与连续两年

亏损且亏损超过4亿的上市公司想要牵手，双

方合作的目的就显得异常突兀， 而其中合作模

式更耐人寻味———4月1日，福建三元达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三元达” ）发布的公告显

示， 国内老牌网贷平台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

获得三元达股票质押权225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8.34%。

三元达已经连续两年亏损，2013年、2014

年亏损额分别为1.32亿元、2.91亿元。 公司日前

发布的 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为亏损

3000-5000万元，连续亏损的局面还未得到扭

转。 三元达方面表示，公司正在考虑转型，互联

网金融是方向之一。

“此举并不意味着红岭创投上市有了实质

性的进展， 若要实现红岭创投的上市还有很多

的路要走，从目前来看其路径还远未清晰，谈平

台上市还为期过早。事实上，周世平此举更多是

为解决红岭创投此前坏账带来的问题以及高速

增长下平台如何运营。 红岭创投自被曝出两笔

亿级坏账后， 大家对其模式和可持续性发展一

直存疑。 ”业内人士表示。

董事长受让股票质押

在二级市场并不活跃的小盘股三元达瞬间

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高度关注， 这一切缘于三

元达3月31日晚间的一则公告。 公告显示，三元

达控股股东、 共同控制人黄海峰和林大春分别

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1125万股质押给国

内老牌网贷平台红岭创投的董事长周世平，周

世平共获得三元达质押权2250万股，占三元达

股份总数的8.34%。 同日，三元达还发布了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议案》。

周世平受让三元达股票的质押期至2016年

1月31日， 若质押期满而设质人无法清偿债务，

周世平有可能作为受让人成为三元达股东。 三

元达投资者关系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公

司第一大股东还是公司董事长黄国英， 持股

13.49%，如果资产重组成功或有可能发生变化。

在国内互联网金融公司争先表示要上市的

大环境下， 关于红岭创投的消息在网贷行业掀

起了不小的波澜。 “红岭创投自被曝出两笔亿

级坏账后， 大家对其模式和可持续性发展一直

存疑。 平台快速发展，待收余额已超过百亿元，

在此背景下， 如何获取资本支持平台的发展是

摆在红岭创投面前的一个坎。 在屡屡抛出‘上

市’ 风声后，这次红岭创投董事长受让上市公

司三元达的股票质押，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

‘围魏救赵’ ，给平台做了强有力的增信，有望

帮助红岭创投解围。 ”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

士表示。

业内普遍认为， 此举并不意味着红岭上市

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若要实现红岭创投的上市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目前来看路径还远未清

晰，谈平台上市还为期过早。 事实上，周世平此

举更多是为解决红岭创投此前坏账带来的问题

以及高速增长下平台如何运营的问题。

目前，三元达的市值为28.9亿元，按周世平受

让的质押比例， 三元达两位股东共借款融资2.41

亿元。“在现在股市的行情下，对于在二级市场摸

爬滚打多年的周世平来说，不管最后周世平是否

成为三元达股东，这笔账都是划算的。”业内人士

认为。 周世平亦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只

是普通的融资行为，但看好A股行情，质押结果最

终不管怎样，这笔买卖都能有钱赚。

上市公司增信网贷平台

事实上， 网贷平台与上市公司的合作对二

者来说都是利好。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日前，

互联网金融板块自年初以来，已从2700多点上

涨到6400多点，累计涨幅近140%，成为市场涨

幅的“豪门” 板块。 因而，上市公司对通过“互

联网” 概念拉升做市有强烈的需求。 加上在当

前管理层倡导的“互联网+” 的大环境下，上市

公司纷纷“触网” ，对于发展减缓甚至亏损的企

业来说需求更甚。

资料显示，三元达在深交所上市，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移动通信和移

动电视网络优化专业厂商， 注册资本为2.7亿

元。 其2014年业绩快报显示，公司已经连续两

年亏损，2013年、2014年亏损额分别为1.32亿

元、2.91亿元。日前发布的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

预告为亏损3000-5000万元，连续亏损的局面

还未得到扭转。 三元达投资者关系部门的工作

人员表示，基于公司经营情况，公司确实在考虑

转型之事，正在筹划重大重组事宜，互联网金融

是方向之一，预计4月底方案就能出来。

尽管三元达的经营不佳，且作为一家通信企

业如何转做互联网金融还只是一个概念，但这对

于网贷平台来说影响不大，重要的通过上市公司

给平台增信，聚拢投资者，而网贷投资者对上市

公司质量并不了解。 联金所首席运营官刘哲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以联金所为例，自银之杰公

告与联金所签署战略合作意向后， 一个多月，注

册用户激增近十万，用户数翻了一倍。

东方红中国优势

3天结束募集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旗

下3月30日发行的东方红中国优势混合基金于4

月1日提前结束募集。 据悉，该基金首日募集资金

规模超过50亿元，募集时间仅3天。

市场持续向好带动新基金火爆发行。 Wind

数据显示，截至3月30日，今年以来共成立104

只基金，平均首发规模为18.39亿元。 其中股票

型基金发行40只， 平均首发规模为19.95亿元；

混合型基金发行44只，平均首发规模为22.24亿

元。 其中， 募集规模最大的中欧精选混合达

62.06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市场持续向好，

提前结束募集或成为新基金发行中的一种常

态，而在市场持续向好、新基金发行火爆的背景

下， 管理人决定提前结束募集一方面有利于控

制基金规模，另一方面可以尽快成立，择机稳健

建仓，分享市场上行收益，有利于保护持有人的

权益。

东方红中国优势混合拟任基金经理杨达治表

示，看好互联网+、国企改革、消费升级、制造实力

提升等领域蕴含的投资机会。（朱茵）

东方基金

加速布局互联网金融

东方基金近日发布公告，自2015年3月31日起，

东方基金与京东电商合作开通了“京东金融平台东

方基金官方旗舰店” 。 东方基金也因此成为第12家

入驻京东金融平台的公募基金公司。 据悉，现已有

东方新兴成长、东方龙等5只产品在该平台上线，用

户可通过京东金融网站及京东金融app购买。

公告显示， 通过京东的东方旗舰店申购该公

司旗下非零申购费的基金， 优惠费率统一为

0.6%，如该基金的原申购费率低于0.6%或为固定

费用的，则按照该基金的原申购费率执行。

据了解，3月31日当天， 产品上线数小时内，在

未做任何推广的情况下，京东金融东方基金旗舰店

已迅速达成多笔交易。 东方基金电子商务部表示，

对与京东金融平台的合作比较乐观。（倪铭娅）

沪市发布首只分级基金

今年中国基金业首个重要创新产品、 沪市首

只分级基金———易方达50分级4月1日在上海发

布。业内人士介绍，上交所分级基金的变相T+0交

易能帮助投资者把握股市盘中上涨的投资机会，

并且门槛不高，只有5万元。

针对正在发行的50分级产品，易方达50分级基

金经理余海燕表示，50指数汇集了A股中家喻户晓

的大盘和超大盘蓝筹股， 指数的估值水平也较低，

目前约为11倍，明显低于沪深300指数的15倍左右。

“50指数之所以在牛市中多次充当领涨急先

锋， 主要原因在于指数的权重行业主要分布于银

行、券商和保险这类高Beta行业，成就了50指数

的十足弹性。”余海燕说。50指数的另一大优势在

于衍生品种类最齐全， 除了已有50ETF融券和

ETF期权交易外，4月16日上证50指数的股指期

货也将上市交易，易方达50分级，特别是其中的

杠杆份额上证50B， 与期权和股指期货之间可以

有很多种组合交易的方式， 可以让申购套利风险

更低，衍生出更多投资机会。（常仙鹤）

对冲基金

去年平均收益22.58%

近日， 北京大学对冲基金实验室发布了

《2014年对冲基金白皮书》， 报告显示，2014年，

纳入统计范围的2137只国内对冲基金产品年平

均收益率达到22.58%（标准差32.58%）。其中，除

阿尔法产品表现弱于前几年之外， 其他类型的产

品均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回报。

该报告将全部产品划分为股票型、阿尔法、套

利型、期货型、债券型以及其他等六种类型。 为保

证统计分析结果的有效性， 纳入统计的2137种产

品都经过了数据覆盖时间长度至少大于100天、年

内公布净值数据达10次及以上这两个特定标准的

筛选。

报告指出，对冲基金中67.20%的产品，其夏

普比率超过沪深300指数在2014年的夏普比率

2.8，说明对冲基金产品的单位风险所获得的风险

回报普遍较高， 而综合得分靠前的则被期货型和

股票型产品牢牢占据。同时，由于去年下半年大盘

股的暴涨和中小盘个股的大跌， 众多规模敞口暴

露较大的阿尔法产品出现了较大的回撤， 导致阿

尔法产品去年绩效表现垫底。（徐文擎）

华商量化进取7日起发行

华商量化进取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将于4月7

日起发行，该基金将由“金牛基金”———华商大盘

量化精选的掌舵者费鹏担纲。 此外，该基金的认、

申购均为1元起，可助更多投资者分享牛市投资的

盛宴。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费鹏所管理的华商大盘

量化精选于2013年4月9日成立，2014年全年净值

增长率为52.57%，在34只同类基金中排第2位。截

至2015年3月27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收益率达

到了136.14%，在同类产品中业绩出类拔萃。 而据

记者了解， 华商量化进取将延续华商大盘量化的

风控方法， 依然采用华商基金自主开发的量化系

统进行投资决策， 该系统的风险判定模型可对中

短期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判断， 动态进行仓位

调整，并适时采用股指期货对冲策略做套期保值，

以达到控制下行风险的目标。（曹乘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