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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风向标

不惧高位震荡

基金精选国企改革和新兴行业龙头

□

本报记者 徐文擎

市场突破5000点后， 高位震荡

成为股票市场的“新常态” 。相较于

大部分散户的“恐高” 情绪，公募基

金对后市普遍保持乐观， 突破前期

高位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多位基金经理后发现，

这种自信一方面源于每月数万亿新

增的公募资金汹涌入市；另一方面，

他们认为虽然5000点之上市场不

会像5000点之前般 “鸡犬升天” ，

但预热多时的国企改革行情启动以

及转型预期中的互联网、 环保等行

业的快速发展，仍将释放“时代的

红利” ， 扎实的公司调研更是给他

们增添了底气。

牛市不会在估值合理时结束

在由和讯基金频道、 理财客主

办的“和讯基金二季度策略会” 上，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表

示， 这轮牛市持续的时间可能比预

想中要长， 一方面根据目前的经济

数据，二季度经济可能有触底迹象，

而三季度预计回升力度有限； 另一

方面， 投资者对转型成功的信心很

足，资金仍在源源不断流入股市。

他提到，从估值来看，目前沪深

300平均估值不到25倍， 而2007年

沪深300估值到了45倍，相较之下，

现在的估值还算合理， 而牛市一般

不会在估值合理时结束。 从风格上

看，5000点之前小盘股、 题材股表

现更好，下半场5000点之后要更重

视业绩增长。“如果说，5000点之前

‘鸡犬升天’ ， 所有人都能赚钱；

5000点之后则会出现分化，专业投

资者会体现出专业选股的价值。 ”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以更

多关注创新型的传统行业，如汽车、

医药、券商、保险等行业，在下半年

可能有一波比较好的表现。

嘉实策略增长基金经理刘美玲

则认为接下来国企改革会是具备良

好性价比的投资主线， 未来蓝筹股

的价值洼地非常显著， 很有可能通

过国企改革实现蓝筹股的估值修

复。她称，可以预见2015年下半年国

企改革的细节会陆续落地， 包括各

地政府国企时点方案都会陆续推

进，不断会有催化剂出来。

她提到国企改革主要可有三条

路径：第一，成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来进行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以及

外延式的收购，提高国企的资产证券

化率；第二，建立混合所有制，引入现

代管理制度， 实行股权激励方式，来

提升企业的效率；第三，在央企有垄

断优势的“高帅富” 的领域进行强强

合并。“从中长期来看，创新主线会延

续，但阶段性地、以一个合理的资金

仓位做相对均衡，配置部分国企改革

标的也会是相对明智的选择。 ”

“互联网+” 和环保依旧受宠

东方精选、 东方新兴成长基金

经理呼振翼表示， 之所以现在有这

么多的投资人选择新兴产业， 是因

为他们看到这个行业是这个国家可

能发生最大变化的部分， 转型是否

能够成功还不确定， 但无论成功与

否，这都是必须做的事。“这轮牛市

从2013年就开始了， 如果做经验上

的比较，2013年传媒、环保、计算机

等都在上涨， 这类似于2003年时工

程、机械、地产、有色的表现，反映这

些行业在当时环境下非常正面和积

极的变化。 每轮牛市都是非常宝贵

的，不要把精力放在第二位的东西，

而这个时代中国最大的变化是所有

人各种需求的变化以及这些需求需

要得到满足。 ” 他说。

关于增长点， 他认为传媒、软

件、高端制造（现在叫工业4.0）、医

疗服务等领域能够满足人们很多的

需求，除此以外，包括现在“互联网

+” 也是这个类型。 他认为创业板仍

然是主线，短期持续两到三年，如果

再长一点可能会到2020年， 到目前

来看这个逻辑没有发生根本的变

化。“例如乐视和暴风，可能市场情

绪会给予它们不一样的解读， 但这

就是这个时代， 投资者需要找的就

是这些‘指数级变化’ 的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基金经理李双全

则表示， 环保类上市公司的战略地

位正在体现出来。 目前我国环保支

出占GDP的比重大概1.5%左右，和

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和发展机遇。 他说，“环保行业高速

发展刚起步， 具备技术壁垒且经营

管理比较好的龙头公司将享受比较

高的估值溢价。 而站在政府角度出

发，也愿意在环保领域加大投入，因

而环保行业值得关注。 ”

中邮核心优势基金经理张腾则

看好“中国制造2025” ，他表示“这

是可以与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同等看

待的一个非常大的发展趋势” 。 具

体来看，看好的方向分为软件部分、

硬件部分和定位系统。

分级基金发行受捧

□

招商证券 宗乐

6

月

8

日至

6

月

12

日期间，共有

30

只基

金公告成立。 其中，包括

1

只指数型基金、

两只股票型基金、

15

只混合型基金，

4

只

债券型基金、

1

只保本基金、

1

只

QDII

基

金、

1

只货币市场基金和

5

只分级基金，共

募集规模

601.0

亿元， 平均募集规模为

20.3

亿元。

在上周新成立的基金中， 嘉实事件

驱动股票型基金仅

6

月

5

日募集首日就

募集了

165.5

亿元， 并提前结束募集，该

基金已于

6

月

9

日公布成立。 嘉实事件驱

动基金专注于挖掘国内经济增长、结构

转型，以及行业轮动所带来的事件性投

资机会，例如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资产注

入、业绩超预期、大股东增持、股权激励

员工持股、 定向增发与国企改革等，而

这些事件与当前股票市场热点高度契

合，蕴藏着大量的投资机会，因此受到

了投资者追捧。

上周新成立规模位列第

2

名、

3

名的

基金分别是中融新动力混合型基金和华

福长乐半年定期债券型基金， 分别募集

了

50.1

亿元和

50.0

亿元。

上周新成立的

5

只分级基金中包括

4

只行业分级基金， 即博时中证银行分

级、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分级、华安中证

银行分级和南方中证高铁产业分级，以

及一只创业板指数分级基金，即鹏华创

业板股票分级。 其中，募集规模最大的

是南方中证高铁产业分级， 共募集了

6.39

亿元。

截至周五， 上周已经结束募集但仍

未成立的基金共

24

只， 其中包括

14

只混

合型基金、

3

只被动指数型基金、

1

只货币

市场基金和

6

只股票分级基金。 这些基金

以权益类基金为主， 预计将于近期公告

成立。 其中，易方达新益混合型基金和华

商双翼混合型基金仅在

6

月

12

日募集了

1

天，就提前结束募集。 易方达基金公司和

华商基金公司近期整体业绩表现出色，

有助于旗下基金顺利发行。

上周结束募集的

6

只分级基金中，包

括

3

只主题指数的分级产品，分别为富国

中证工业

4.0

指数分级、 易方达国企改革

指数分级和鹏华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分

级；以及

3

只行业指数分级基金，分别为

长盛中证金融地产指数分级、 鹏华中证

环保产业指数分级和申万菱信医药生物

指数分级。

截至上周五，在发基金数量继续维持

高位，共有

37

只基金仍在发行，超过前周

的

31

只。 从类型看，本期在发的

37

只基金

中包括两只股票指数型基金、

6

只股票型

基金、

21

只混合型基金、

1

只货币市场基金

和

7

只分级基金，以混合型基金、分级基金

和股票型基金为主。

本期正在发行的

21

只混合型基金

中， 有

16

只属于灵活配置混合型的细分

类别， 这些基金对股票仓位没有严格限

制，更有利于基金经理的灵活发挥，获得

超额收益。

本期在发的

7

只股票指数分级基金

中，包括

3

只主题分级基金，即国寿安保

养老产业分级、 信诚中证信息安全分级

和信诚中证智能家居分级，以及

4

只行业

指数分级基金， 分别为富国中证煤炭指

数分级、富国中证体育产业指数分级、中

融国证钢铁指数分级和中融中证煤炭指

数分级。

从近期发行的分级基金类型来看，

分级基金母基金所跟踪的指数越来越细

分， 从最早的宽基指数逐渐发展到行业

指数，现在已经发展到主题指数、概念指

数等定制指数。 这一趋势形成的原因，一

方面是由于先发基金占据了较大的先发

优势， 基金公司若重复发行已有的分级

基金难以吸引投资者注意； 另一方面则

是由于近期市场热点频现， 一些风险承

受能力较高的投资者有相关主题板块的

杠杆投资需求， 而分级基金是一种低成

本、低门槛的杠杆投资渠道，较好地满足

了这部分投资者的需求。

整体仓位微幅上升 基金减仓力度降低

□

民生证券 闻群 徐玉宁

上周上证指数上涨2.85%，创业

板指上涨0.36%。 642只样本基金按

规模加权净值上涨1.62%。 2015年6

月12日的基金仓位监测结果显示，

样本内开放式主动偏股型基金平均

仓位小幅上升：由上期的86.77%小

幅上升0.63%至本期的87.40%，整

体仍然维持高仓位。 90%以上仓位

基金数量402只，占比62.6%。

剔除净值上涨因素， 本期共有

306只开放式主动偏股型基金主动

加仓，占比47.5%，338只主动减仓，

占比52.5%。 占总样本12.4%的基金

主动加仓幅度在2%以上， 仅5只基

金主动减仓幅度在2%以上，近两月

首现基金主动调仓以加仓为主。

股票型基金仓位上升0.59%至

本期的91.52%， 混合型基金上升

0.72%至本期的79.56%。

本期股票型基金192只主动加

仓，占比45.4%，231只主动减仓，占

比54.6%；12.5%股票型基金加仓幅

度在2%以上。 混合型基金114只主

动减仓， 占比51.6%，12.2%混合型

基金加仓幅度超2%。

大型基金仓位上升0.82%，中型

基金和小型基金仓位分别上升

0.59%和0.49%，小型基金整体仓位

仍然最高。

纳入样本的80家基金管理公司

有66家仓位上升，13家仓位下降，1

家仓位基本持平。 其中，3家基金公

司仓位上升幅度在2%以上。

旗下纳入样本的基金资产规模

之和排名前十的基金公司本期平均

仓位均上升， 平均仓位前三的是广

发、大成和汇添富。汇添富仓位升幅

最大。

增持家电传媒 减持餐饮旅游

□

好买基金

上周，基金配置比例位居前三

的行业是通信、 传媒和计算机，配

置 仓 位 分 别 为 6.52% 、6.48% 和

6.17%；基金配置比例居后的三个

行业是钢铁、 有色金属和建筑，配

置 仓 位 分 别 为 0.66% 、0.66% 和

0.46%。

基金上周主要增持了家电、基

础化工和传媒三个板块， 加仓幅度

分别为1.06%、0.46%和0.44%；基金

主要减持餐饮旅游、 机械和银行三

个行业， 减仓幅度分别为0.51%、

0.73%和0.73%。

股票型基金与标准混合型基金

名义调仓与主动调仓方向相同，且

主动调仓幅度均大于名义调仓。 目

前， 公募基金仓位总体处于历史中

上水平。

行业配置方面，由于政策利好，

家电、 基础化工和传媒三个板块被

公募加仓，而餐饮旅游、机械和银行

板块被公募基金逐渐减持。

2014年5月19日以来基金仓位以及上证综指走势 最近12期样本平均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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