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蓝筹 创蓝筹

私募青睐“中间地带”（主）

本报记者 徐文擎

上周，沪深两市双双收涨，成交量稳步

回升。不过，一向以追求绝对收益为目标的

私募短期内依然保持谨慎乐观， 认为指数

调整周期未定， 选择上偏向蓝筹板块的成

长股以及中小盘的蓝筹股等“中间地带” ，

板块界限逐渐模糊； 同时积极挖掘还未被

市场认知但具有转型动力的品种。长期看，

私募认为牛途未改，正积极对冲风险，布局

核心筹码， 保持短期谨慎、 中期积极的态

度。

板块边界日渐模糊

就在一个月前，“创蓝筹” 一词突然火

起来。 长城证券将其定义为“创业板和中

小板中的龙头，成长迅速，业绩有保障，市

值增长空间大，且在本轮牛市中迅速成长，

获得资本市场青睐， 未来有望接替主板中

的旧蓝筹成为未来中国股票市场和中国企

业的中坚力量。 ” 这形象地描述了目前颇

受机构喜爱的一类股票。

“总是不断被创业板教育。 ” 上海积阳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成笑称，

一贯坚守成长性蓝筹的他最近转变了思

路，认为可以拿小部分仓位“顺势而为” ，

“市场一直在争议创业板的风险， 但创业

板指数涉及的100家样本企业值得重点关

注。 他们市值大，成为整个经济转型、创业

板走势的核心指标， 可以说是创业板中的

蓝筹股，例如东方财富、万达信息、同花顺、

安硕信息等， 代表了主力做多情绪集中释

放的一个信号， 也是判断创业板后市一个

比较灵敏的因素。 ” 王成说，另外，他认为

可以根据国家政策的倾向， 挖掘一些还没

有被市场所认知、具有转型动力的品种。

蓝筹板块的成长股也受到机构青睐。

例如， 星石内部早已将蓝筹分为大盘蓝筹

和成长蓝筹，星石首席策略分析师杨玲称，

大盘蓝筹在去年四季度涨得太猛， 今年表

现相对平淡， 而且大盘蓝筹更多是旧经济

的代表， 在经济未明确复苏之前不大可能

有大的机会；但对于成长蓝筹，星石一直看

好并且积极配置以消费为代表的相关个

股。

“现在界限越来越难区分， 创业板中

有不少市值达到千亿元、 有业绩支撑的公

司，蓝筹中也有小市值、主打成长转型的公

司， 今后大家选股受板块划分的影响可能

越来越小， 而会去挑选真正代表经济未来

发展方向， 同时具有一定安全边际的股

票。 ” 上海一家公募派系的私募创始人告

诉记者。

另外， 王成还以上周表现惊艳的医药股举

例称， 尽管政策面上的利好是医药股集体

冲高最重要的因素， 但相对估值低和转型

预期依然产生了不小的助力作用。 “在创

业板中， 医药相对于TMT而言太便宜，成

长的确定性也比较好；在传统蓝筹板块，一

些国企医药股的转型概念又具有一定吸引

力，例如引进新的基因治疗和慢性病管理，

做闭环、医院托管、联合药房等，板块界限

越来越模糊， 主要依赖标的是成长性和安

全边际。 ” 他说。

短期谨慎乐观

尽管坚定看好长牛， 但短期内不少机

构依然采取谨慎操作的方式。

磐鼎基金在上周二收评中称， 由于权

重集体拉升，沪深300、上证、深成指均出现

次高点， 但成交量与前期密集成交区相比

偏小，建议投资者短期内保持警觉，如果大

盘出现放量杀跌，应果断离场，保住本金安

全。相比之下，“神创板” 短期走势健康，可

关注其中的重点股票。

深圳某私募的投资总监在上次调整前

就卖出了一批蓝筹股，包括银行、地产、金

融等， 同时看准时机买入部分看好的长线

品种，长线品种仓位接近80%，到上周市场

回温时表现稳定。他称，长线选择的是没有

明显泡沫化的品种， 等市场风格轮动到相

应板块，相信会有爆发性的表现。

上海长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唐

祝益告诉记者，牛市仍在中段，只要保持合

适的仓位，选股相对均衡，对于市场的短期

回调不必心惊胆颤。 他们的仓位主要放在

互联网+，以及与各类“后市场” 相关的服

务性企业，例如房屋租赁、装修，汽车维修

等各类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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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边界日渐模糊

就在一个月前，“创蓝筹” 一词突然火起

来。 长城证券将其定义为 “创业板和中小板

中的龙头，成长迅速，业绩有保障，市值增长

空间大，且在本轮牛市中迅速成长，获得资本

市场青睐， 未来有望接替主板中的旧蓝筹成

为未来中国股票市场和中国企业的中坚力

量。 ” 这形象地描述了目前颇受机构喜爱的

一类股票。

“总是不断被创业板教育。 ” 上海积阳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成笑称，一贯坚

守成长性蓝筹的他最近转变了思路，认为可以

拿小部分仓位 “顺势而为” ，“市场一直在争

议创业板的风险， 但创业板指数涉及的100家

样本企业值得重点关注。 他们市值大，成为整

个经济转型、创业板走势的核心指标，可以说

是创业板中的蓝筹股，例如东方财富、万达信

息、同花顺、安硕信息等，代表了主力做多情绪

集中释放的一个信号，也是判断创业板后市一

个比较灵敏的因素。 ” 王成说，另外，他认为可

以根据国家政策的倾向，挖掘一些还没有被市

场所认知、具有转型动力的品种。

蓝筹板块的成长股也受到机构青睐。 例

如，星石内部早已将蓝筹分为大盘蓝筹和成长

蓝筹，星石首席策略分析师杨玲称，大盘蓝筹

在去年四季度涨得太猛， 今年表现相对平淡，

而且大盘蓝筹更多是旧经济的代表，在经济未

明确复苏之前不大可能有大的机会；但对于成

长蓝筹，星石一直看好并且积极配置以消费为

代表的相关个股。

“现在界限越来越难区分，创业板中有不

少市值达到千亿元、有业绩支撑的公司，蓝筹

中也有小市值、主打成长转型的公司，今后大

家选股受板块划分的影响可能越来越小，而会

去挑选真正代表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同时具有

一定安全边际的股票。 ” 上海一家公募派系的

私募创始人告诉记者。

另外，王成还以上周表现惊艳的医药股举

例称，尽管政策面上的利好是医药股集体冲高

最重要的因素，但相对估值低和转型预期依然

产生了不小的助力作用。 “在创业板中，医药

相对于TMT而言太便宜， 成长的确定性也比

较好；在传统蓝筹板块，一些国企医药股的转

型概念又具有一定吸引力，例如引进新的基因

治疗和慢性病管理，做闭环、医院托管、联合药

房等，板块界限越来越模糊，主要依赖标的是

成长性和安全边际。 ” 他说。

短期谨慎乐观

尽管坚定看好长牛，但短期内不少机构依

然采取谨慎操作的方式。

磐鼎基金在上周二收评中称，由于权重集

体拉升，沪深300、上证、深成指均出现次高点，

但成交量与前期密集成交区相比偏小，建议投

资者短期内保持警觉， 如果大盘出现放量杀

跌， 应果断离场， 保住本金安全。 相比之下，

“神创板” 短期走势健康，可关注其中的重点

股票。

深圳某私募的投资总监在上次调整前就

卖出了一批蓝筹股，包括银行、地产、金融等，

同时看准时机买入部分看好的长线品种，长线

品种仓位接近80%，到上周市场回温时表现稳

定。 他称，长线选择的是没有明显泡沫化的品

种，等市场风格轮动到相应板块，相信会有爆

发性的表现。

上海长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祝

益告诉记者，牛市仍在中段，只要保持合适的

仓位，选股相对均衡，对于市场的短期回调不

必心惊胆战。他们的仓位主要放在互联网+，以

及与各类“后市场” 相关的服务性企业，例如

房屋租赁、装修，汽车维修等各类后市场。

高分红私募频现

□私募排排网 陈伙铸

牛市行情的持续使得市场呈

现了多年难得一见的赚钱效应，

截至4月30日， 今年以来阳光私

募产品已经实现分红397次，其

中，非结构化阳光私募产品分红

163次 ，17只产品分红额度超

30%，20.86%产品分红额度介于

10%至20%，39.26%产品分红额

度低于5%。

阳光私募产品分红是衡量投

资者获取投资收益的主要指标之

一， 自2014年7月牛市开启以来，

阳光私募产品分红的比例呈现爆

发式增长，分红次数、分红比例大

幅提升。

自2003年以来，截至2015年

4月30日， 历史上阳光私募产品

（包括非结构化产品和结构化产

品）共分红1891次，其中，各年

度分红次数分别为 1、6、8、25、

23、8、33、71、62、79、287、891和

397次。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 随着产

品数量的增加， 分红次数和行情

有着最直接关系， 在过去几年大

熊市中，产品分红相对惨淡，而随

着2014年牛市的到来， 分红次数

出现爆发式增长，2014年全年分

红次数高达891次，而2015年以来

分红也已经高达397次。 特别是

2014年7月至2015年4月底期间，

大牛市行情下， 阳光私募产品分

红次数高达927次。

非结构化阳光私募产品最具

代表性， 自2003年以来， 截至

2015年4月30日， 历史上非结构

化阳光私募产品 （不包含结构化

产品）共分红920次，各年度分红

次数分别为1、6、8、25、23、8、31、

45、31、67、164、348和163次。

从数据可见， 牛市行情给阳

光私募带来巨大的收益， 也给客

户带来实际的收益，2014年非结

构化阳光私募产品分红次数高达

348次，2015年以来分红已达163

次，2014年7月牛市开始至2015

年4月底，分红次数高达353次。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前，分

红产品以非结构化产品为主，

2013年后， 结构化产品分红次数

大增。 特别是进入2014年牛市行

情后， 结构化产品的发行呈现井

喷现象， 分红次数大幅超越非结

构化产品。

最具代表性的非结构化阳光

私募产品163次分红中，其中分红

额度高于 50%的有 8次 ， 占比

4.91%，分红额度分别介于30%至

50%、20%至30% 、10%至20% 、

5%至10%和5%以下的分别为9、

20、34、28和 64 次 ， 分 别 占 比

5.52% 、12.27% 、20.86% 、17.18%

和39.26%。

从分红产品情况看， 高比例

分红的产品众多，17只产品分红

额度超30%，如易鑫安投资的“中

信信托·鑫安2期” 和“中信信托·

鑫安1期” 、天乙合资本的“山东

信托·天乙1期” 、 懿和轩投资的

“长安信托·懿和二期” 和泽泉投

资辛宇管理的“融智新锐10期基

金（泽泉投资）” ，一次性分红分

别 高 达 133.47% 、91.34% 、

107.70%、73.73%和49.00%。

另外， 部分产品实现了多次

分红， 如融智投资旗下的 “融智

FOF2期基金” ，分别于1月9日、1

月30日和3月27日，分红10%、7%

和9.50%。

牛市公募业绩亮眼

为何还要买私募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王梦丽

牛市行情下，人人都可以自称股神，收益率似乎就

只剩赚多赚少的问题。 此外， 牛市的另一大特征是：

“私募跑输公募，公募跑输大盘指数。” 好买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4月末， 在本轮牛市行情中公募股票基金

平均收益率高于私募股票平均收益率， 但是整体并未

跑赢大盘。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当前处于牛市，追求高收益才

是王道。 私募普通股票型基金以及公募主动管理类股

票基金似乎缺乏存在价值， 投资者只要买只指数基金

便可高枕无忧，坐享牛市红利了？ 事实并非如此。

牛熊市事先难判断

牛市买指数，是股神巴菲特都信奉的真理。巴菲特

认为，长期来看指数会跑赢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所以牛

市行情下指数基金的确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但是A股市场牛短熊长，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

是牛市往往在投资者半信半疑中来临。大部分情况是，

牛市行情已经开启很久，人们才逐步意识到。以本轮牛

市为例，早在去年7月，上证指数便从2000点的底部开

始小幅上涨，11月末以来上证指数涨幅逐步明显，A股

开户数也较之以往大幅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单从开户

数据来看，A股新增账户在春节过后的一周， 即2月中

旬才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2月27日及3

月6日A股新增账户周涨幅环比分别高达121.38%、

143.66%，资金开始跑步入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连跳

广场舞的大妈也开始进场了，牛市特征明显。

但是回过头来看，有多少普通投资者能够在2000

点坚定地持有公募股票型基金？而在目前点位，继续跟

踪指数，持有指数基金的投资是否仍然合适？这种判断

后市牛熊的要求，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过于苛刻。更可

行的办法还是把这个任务交给基金经理。

三个原因私募跑输公募

公募在牛市中跑赢私募的原因有很多： 私募肥尾

效应过大，拉低平均值；牛市中私募仓位普遍没有公募

仓位高；公募追求排名、私募追求绝对收益。 这些原因

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牛市私募跑输公募。

《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规定，公募股票基金的

最低仓位下限是80%， 而私募基金的仓位则要灵活得

多，基金经理在0至100%之间灵活操作。根据好买基金

的调研，除非是基金经理能够找到大概率制胜机会，否

则一般来说私募的平均仓位远比不上公募股票基金平

均仓位。 而在牛市中，仓位就是基金赚钱的根本，所以

在仓位平均低于公募股票基金的背景下， 不难理解为

什么私募跑输公募。

其次，由于私募的生存根本是依赖超额业绩提成，

利益和投资者绑定在一起，追求绝对收益，重视风控，

一些策略的私募甚至会做空股指期货来对冲风险，牛

市中的收益也会有所损耗。 而公募基金生存的根本是

依赖管理费，在乎的是规模以及同类基金的排名，所以

在创业板屡创新高的情况下， 公募义无反顾地抱团抢

筹创业板，不惧调整风险。

此外，私募的肥尾效应明显，以4月私募普通股基

和公募股基的收益率分布来看， 私募业绩收益率分布

广泛， 排名首尾业绩差距巨大， 而公募则相对较为集

中。 根据基金业协会数据，截至2015年4月底，超1万家

私募完成管理人备案， 好买收录的私募股票型基金超

7000只；而目前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有96家，偏股型公

募基金数量在1000只左右。 所以，众多私募产品鱼龙

混杂必然会拉低私募的平均水平。

关注经历牛熊市私募

事实上，虽然牛市中公募平均业绩跑赢私募，但是

仍有不少私募业绩表现优异。 截至2015年5月20日，近

一年业绩最高的公募股基收益率为269.88%， 而股票

私募近一年业绩超过这一数据的有13只， 而近一年业

绩翻倍的股票私募也比比皆是。

另外，当市场停止一路高歌的疯牛状态后，私募仓

位灵活的优势便开始凸显。 所以2008年大熊市仍然有

不少私募获得正收益。

尤其是在当前时点，牛市俨然已经走到半山腰，随

时面临回调风险。 私募由于可以保持低仓位操作且可

以通过做空工具来获得超额收益。所以，目前时点投资

者可适时关注那些经历牛熊市的老牌私募， 这些私募

经历2008年大熊市而存活下来必定有其独特的生存

法则。比如，淡水泉、民森等，这些老牌私募在大熊市中

跌幅远低于同期沪深300跌幅，而在牛市中其进攻能力

也较为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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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蓝筹 创蓝筹

私募青睐“中间地带”

□本报记者 徐文擎

上周，沪深两市双双收涨，成交量稳步回升。 不过，一向以追求

绝对收益为目标的私募短期内依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指数调整周

期未定，选择上偏向蓝筹板块的成长股以及中小盘的蓝筹股等“中

间地带” ，板块界限逐渐模糊；同时积极挖掘还未被市场认知但具有

转型动力的品种。 长期看，私募认为牛途未改，正积极对冲风险，布

局核心筹码，保持短期谨慎、中期积极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