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筹发力 关注银行业分级基金

□兴业证券 陈云帆

上周市场继续创出新高，在银行

和建筑等蓝筹股的带动下上证综指

突破4000点大关。 与此同时，创业板

和中小板也出现了大幅震荡，表现逊

于大盘指数。截至4月17日收盘，上证

综指收于 4287.30点 ， 一周大涨

6.27%；深成指一周上涨0.97%；沪深

300指数收于4596.14点， 一周上涨

5.79%；中小板指数上周微跌0.90%；

而创业板指数收于2463.99点， 一周

大跌3.48%。

分级基金成交额小幅下滑

从分级基金跟踪指数来看，上周

表现最好的行业指数是中证国防、内

地资源、 中证军工、A股资源和国证

食 品 ， 分 别 上 涨 5.43% 、5.24% 、

5.20%、5.01%和4.64%， 表现最好的

宽基指数是中证100、 中证等权90、

沪深300、 沪深300成长和央视财经

50， 分别上涨8.17%、6.59%、5.79%、

4.41%和4.35%。

从市场交易情况看，上周所有被

动股票型优先份额日均成交额为

24.7亿元， 一周成交额超过98亿元，

相对前一周小幅下降。而进取份额的

日均成交额达到131亿元， 一周成交

额接近655， 相对前一周的724亿元

有所下滑，其中申万证券B的日均成

交额超过56亿元。 随着A股市场的持

续走高， 上周分级A类份额和B类份

额的份额净流入合计接近22亿份，显

示资金仍不断流入分级基金市场。

关注银行业分级基金投资机会

继4月初鹏华中证银行分级发行

募集资金接近39亿元，上周富国中证

银行指数分级基金通过各大银行、券

商以及富国基金官方直销平台等发

售。而证监会网站公示的基金募集申

请表中显示，银行板块是各家基金公

司集中上报分级基金标的， 先后有9

家公司上报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基

金。 放眼全球，恐怕没有哪个资本市

场能找到像A股上市银行这样业绩

优良、估值又低的投资标的。据Wind

数据显示，目前银行板块2015年预测

市盈率不到7倍，处于较低水平。在货

币持续宽松的预期中，随着基本面逐

渐企稳，当前已在底部的银行板块估

值可能迎来回升。

另一方面，在分红方面，上市银

行也是出了名的大方。在最近的12个

月中，银行股的平均股息率为5.75%，

而沪深全部A股的平均股息率仅为

1.02%。 相比之下，银行对股东的慷

慨回馈也极大地增强了银行股对投

资者的吸引力。 不可否认的是，银行

业正面临着利率市场化加速、互联网

金融崛起等“内忧外患” 的压力和挑

战，也需要应对存款增长放缓、资本

补充压力加大、利差收窄、风险上升

等发展瓶颈。商业银行必须进一步深

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要从根本上激发

经营管理活力， 以改革释放发展红

利，为长期良性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

基础。

我们认为，银行业的混改试点大

概率能在2015年取得实质性推进，员

工持股方案、更加市场化的薪酬体系

改革以及集团或子公司层面的股权

变动、战投引进和管理结构多元化都

将是业界关注的焦点。 因此，我们建

议投资者积极关注银行业分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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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基盘点

降准风起

B份额欲飞得更高

□金牛理财网 盖明钰

上周中证全指涨2.95%， 沪深300

涨5.79%，中证500涨0.36%，创业板指

跌3.48%， 市场日均成交额1.37万亿

元，市场情绪高涨。 股票分级指数多数

上涨，其中资源类、军工、食品、港股类

及大盘风格指数领涨，TMT类、证券和

中小创类指数逆市下跌。

金牛理财网数据显示， 上周日均

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分级股B0共50

只，平均涨幅2.18%。 推荐组合上周上

涨4.61%， 超越进取股基指数3.14%，

自统计以来（2月9日-4月17日）推荐

组合累计上涨75.91%, 超越进取股基

指数25.19%。在资产配置层面，我们建

议继续持有分级股B，如下周市场暴涨

则逢高减持。 理由是居民的资产配置

结构调整并未完成， 降准将进一步推

动增量资金入场， 但目前多数股票估

值已过高， 杠杆资金推动的市场一旦

出现中期调整下行风险极大。 策略上，

加大低估值指数配置权重， 降低高估

值指数权重， 推荐组合： 国富100B

（50%）、深成指B（30%）和新能车B

（20%）。

一季度经济数据不佳，受降准降

息预期影响， 上周债市开始上涨，中

证国债 (净价 )指数大涨0.58%，中证

信用 (净价 )涨0.22%，中证转债指数

涨3.67%。 分级债母基金（不含转债

基金）净值平均上周0.77%，转债分

级母基金净值平均上涨3.87%。 二级

市场上， 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

分级债B共7只， 平均上涨8.96%，其

中转债平均上涨8.75%， 信用债B平

均上涨2.60%。 上周推荐组合上涨

3.69%，超越进取债基指数0.96%，自

统计以来 （2015年2月9日至4月17

日）累计上涨8.27%，超越进取债基

指数5.40%。 预期降准将进一步强化

货币宽松预期， 经历前期调整后，债

市的活跃度将开始上升，继续推荐初

始杠杆稳定、母基金不可赎的泰达宏

利聚利B。

上周日均成交额超500万的股票

分级A共36只，平均上涨0.16%，推荐

组合上涨1.85%， 超越稳健股基指数

1.70%，自统计以来（2015年2月9日至

4月17日）累计上涨10.25%，超越稳健

股基指数8.23%。 近期分级A的平均收

益率有所抬升， 多只产品收益率在

6.5%以上。在通缩背景下，高收益和低

风险的股票分级A的长期配置价值显

著，继续逐步买入，紧密关注套利带来

的挖坑机会， 推荐组合： 国富100A

（40%）、银华恒生H股A（30%）和食

品A（30%）。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价格涨幅（%）

150197

国泰国证有色

B 9.97

150187

申万中证军工分级

B 9.16

150206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

B 8.72

150182

富国中证军工分级

B 7.97

150031

银华中证

90

鑫利

7.18

150136

国富中证

100

指数增强分级

B 6.2

150124

建信央视

50B 5.96

150105

华安沪深

300

指数分级

B

类

5.31

150168

银华

300

分级

B 5.27

150101

鹏华资源分级

B 4.86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价格涨幅（%）

150189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

B 10.02

150144

银华中证转债分级

B 10

150165

东吴转债指数分级

B 9.98

150142

汇添富互利分级债券

B 6.52

150114

中海惠裕分级债券发起式

B 2.84

150067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

B 2.68

150128

工银瑞信增利分级债券

B 2.48

150160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

B 2.41

150134

德邦德信中高企债指数分级

B 2.38

150102

长信利众分级债券

B 1.51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预期收益率(%)

150130

国泰医药卫生分级

A 6.66

150094

泰信基本面

400

指数分级

A 6.65

150190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

A 6.64

150211

富国中证新能车

A 6.64

150053

泰达宏利中证

500

稳健

6.62

150196

国泰国证有色

A 6.62

150203

鹏华传媒分级

A 6.58

150213

国投中证创业成长

A 6.57

150148

信诚医药指数分级

A 6.57

150198

国泰国证食品饮料分级

A 6.56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预期收益率(%)

150188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

A 7.08

150164

东吴转债指数分级

A 6.35

150143

银华中证转债分级

A 6.27

150032

嘉实多利分级优先

5.52

150020

富国汇利回报分级

A 4.69

150066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

A 4.46

150133

德邦德信中高企债指数分级

A 3.66

150039

中欧鼎利分级

A 3.57

150034

泰达宏利聚利分级

A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价格杠杆（倍）

150023

申万菱信深成进取

2.04

150191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

B 1.97

150131

国泰医药卫生分级

B 1.92

150153

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

B 1.87

150149

信诚医药指数分级

B 1.84

150095

泰信基本面

400

指数分级

B 1.83

150214

国投中证创业成长

B 1.82

150146

招商

300

高贝塔

B 1.8

150212

富国中证新能车

B 1.8

150097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分级

B 1.78

■

上市基金看台

好牛借力上台阶 配置风格偏蓝筹

□海通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倪韵婷 孙志远

大小盘冷暖自知

上周公布的经济数据依旧不佳，

一季度GDP增速更是创下近6年以来

新低， 但这无碍大盘再创新高，在

“一带一路” 概念的带动下，二线蓝

筹全面爆发。 上周50和500期货上

市，对于估值畸高的小盘股来说，500

期货提供了做空工具， 因此应声而

跌。另外，放开一人一户政策，多账户

必然导致佣金费率竞争，券商板块受

此影响表现不佳。

又是一个忙碌的周末。 4000点

上方投资者神经本来就敏感，偏偏周

末连续出台政策， 还是多空交织的，

“有一种多空搏杀可以不用开市，有

一种剧烈调整可以周末完成” 。 3月

来宏观政策、股市基调、资金入市全

是正面因素，市场快速上涨，上证一

个月涨了1000点。

牛市在途 维持均衡配置

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力度超

预期，借力政策暖调，牛市望继续上

行，再上一级。 本轮牛市背景是管理

层借助资本市场实现改革转型。二战

后海内外牛市指数涨10-20倍，终结

于主导产业发展动力耗竭。中国转型

才开始，资产配置搬家才开始，长期

看牛途还很长。

牛市的中期调整多由管理层调

控股市、宏观政策调整、海外金融风

险导致， 相比3月初市场热度已大幅

上升，密切跟踪股市政策，市场上涨

千点后波动会加大。现阶段金融地产

等上证50更优，降准再添利好。 主题

继续看好大上海、大环保。

上周央行于公开市场进行200亿

元逆回购操作， 累计净回笼资金150

亿元，连续两周实现资金净回笼。 资

金面继续趋松， 银行间7日质押式回

购利率从前周五的3.03%下降到上

周五的2.92%。 本周公开市场共有

200亿元资金待回笼， 全部为前期投

放逆回购，数量比上周减少300亿元。

本周债券发行规模为2678.30亿元，

比上周增加约1000亿元， 其中利率

债1210亿元，信用债1468.30亿元。本

周债券到期规模为3092.59亿元，比

上周增加约800亿元。 上周债市迎来

反弹， 各券种均有不同程度上行，前

期跌幅较大的利率债反弹力度较强。

债市反弹的原因在于新公布的一系

列宏观经济数据大幅低于预期，尤其

是工业增加值数据，另外，央行再度

下调逆回购利率，缓解了市场对于债

市的忧虑。

不过，我们依旧不认为债市的投

资机会已经到来。 首先，随着美国加

息预期的延后，美元指数回落，大宗

商品价格开始反弹，增加了输入性物

价压力。 其次，政策组合只能是更加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市场利率具有上

提作用，相应的也抑制了债券收益率

下行空间。高票息信用债以及短久期

债券仍然是我们主推品种，建议投资

者按奈住心情，等到更好的投资机会

再行加仓。

上周市场经历住了中证500以及

上证50期货上市、新股密集发行的多

重考验，周四周五都以百点左右的涨

幅证明了“牛市神马都是浮云” 。 但

周五收盘后证券业协会、基金业协会

以及沪深交易所四部门突发促进融

券业务发展事项的公告，做空限制的

放宽将使得市场短期承压。不过周六

证监会澄清，称促进融券业务发展是

落实新“国九条” 要求的举措，不是

所谓的鼓励卖空， 更非打压股市，加

上央行周日宣布再度降准，从一定程

度上极大的对冲了利空。

我们认为长期市场看多趋势维

持，牛市中的调整都是上车的机会，

如果下周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投

资者可继续加仓。 在品种的选择上，

我们继续维持偏大盘的风格， 无论

是两融范围的放开还是注册制，对

于小盘股的杀伤力都远高于大盘蓝

筹，组合中继续推荐银华中证90B以

及富国国企改革B。 此外，关注即将

临近向上到点折算的国泰国证房地

产以及富国中证军工的事件性投资

机会。

做空工具来袭，小盘股终迎回落，“一带一路” 概念继

续引领大盘指数上行。 截至4月 17日， 上证指数收于

4287.30点， 全周大涨6.27%， 深证成指收于14149.34

点，全周微涨0.97%。 大小盘股出现分化，大盘股强势上

行，而小盘股则显著下跌。 中证100指数大涨8.17%，中证

500指数 、 中小板综指和创业板综指则分别变动了

0.36%、-0.52%和-3.46%。 行业方面，“一带一路” 相

关板块表现抢眼， 机械、 建筑、 交运的整体涨幅都超过

10%，计算机、电子元器件和传媒等概念板块则遭遇回调，

整体跌幅均超过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