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组合拳连环出击

蓝筹ETF料率先受益

□

本报记者 黄丽

刚刚过去的周末将是资本市场上浓墨重

彩的一页。 为了稳定市场，21家证券公司联合

公告， 决定出资不低于1200亿元投资蓝筹股

ETF；25家公募基金召开会议， 倡议并积极申

购本公司偏股型基金； 沪深两市深夜公告，28

只新股暂缓发行。 种种利好连环出击，部分机

构人士表示， 预计未来市场将会出现分化，而

蓝筹股会率先企稳。

众志成城维稳股市

尽管“维稳” 行动已经于6月27日开始，但

A股表现仍未完全解除警报，日内巨幅震荡令

人惊心动魄。上周末，资本市场利好持续出台。

7月4日，21家证券公司联合公告， 一致表

示坚决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发展。 公告称，21家

证券公司以2015年6月底净资产15%出资，合

计不低于1200亿元，用于投资蓝筹股ETF。 同

时，上证综指在4500点以下，在2015年7月3日

余额基础上， 证券公司自营股票盘不减持，并

择机增持。 根据公告，上市证券公司将积极推

动回购本公司股票，并推进本公司大股东增持

本公司股票。

当天下午，25家公募基金公司召开会议，

倡议打开前期限购基金的申购，为投资者提供

更多选择；把握市场机遇，加快偏股型基金的

申报和发行，并根据基金契约规定，完成新增

资金建仓；与此同时，参会的基金公司董事长

和总经理承诺积极申购本公司偏股型基金，并

至少持有1年以上。

当天深夜，上交所、深交所网站分别发布

多家公司发行A股暂缓公告，据悉，交易所已

通知近期拟IPO公司的主承销商， 公告中称，

“因近期市场波动较大，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出

于审慎考虑，决定暂缓后续发行工作。 原披露

的预计发行时间表将进行调整。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将及时公告本次发行的后续事宜。 ”

蓝筹股有望率先企稳

针对周末股市维稳的种种利好，部分机构

人士表示，预计蓝筹ETF将明显受益，而蓝筹

股也有望率先企稳。

“周末的重磅政策频出彰显了最高层对于

‘改革牛’ 的国家意志。 21家券商会议决定上

证综指在4500点以下， 在2015年7月3日余额

基础上，证券公司自营股票盘不减持，并择机

增持。 这意味着监管层直接亮底牌： 政策底

4500点。” 融通深证100指数、融通中证军工分

级基金经理何天翔表示， 经过近期的快速下

跌，风险已经得以释放，而杠杆资金的去除更

利于未来市场向健康慢牛转变。 同时，金融市

场繁荣带动的实体经济改革转型将带动本轮

牛市进入新阶段。

安信新常态沪港深股票型基金拟任基金

经理黄立华则表示，市场经历大波动后，蓝筹

股总体估值已经比较合理，相比中小创有明显

吸引力，下半年盈利也有望改善，因此更看好

蓝筹股。

另外， 何天翔认为，21家证券公司出资不

低于1200亿元用于投资蓝筹股ETF，直接利好

低估值的蓝筹股。“我们预计未来市场将会出

现分化，蓝筹股会率先企稳，中小板和创业板

个股分化严重，有基本面支撑的白马股可能会

有较大幅度反弹，而题材股、黑马股依然会积

重难返。 建议投资者关注蓝筹指数基金。 ”

“由于券商护盘与上证指数点位挂钩，因

此券商1200亿投资蓝筹ETF应该主要有三个，

即上证50、上证180、沪深300。” 银河证券基金

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分析称， 其中上证

50ETF和沪深300ETF是重点， 因为这两个指

数都有股指期货，大举投资现货市场有助于股

指期货上这两个指数合约上涨。

1200亿护盘买蓝筹ETF

易方达沪深300ETF管理费最低

中国证监会7月4日发布消息确认，21家

券商将出资不少于 1200亿元买入蓝筹类

ETF。这一行动被认为是今年六月底救市举措

以来，最大的一次真金白银护盘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 蓝筹类ETF成为热点，其

中沪深两市蓝筹股指数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沪

深300，跟踪该指数ETF中管理费率最低的是

易方达沪深300ETF倍受市场关注。

据悉， 易方达沪深300ETF的管理费率为

0.2%，只相当于一般ETE管理费0.5%的四折，托

管费为0.1%，管理费和托管费合计为0.3%，投资

其他ETF半年的管理费和托管费可以投资易方

达沪深300ETF一年，费率节省十分明显。

此外， 易方达旗下还有多只其他蓝筹类

ETF， 包括深市蓝筹股代表的易方达深

100ETF，两市券商保险行业代表的易方达非

银ETF和沪市中盘蓝筹股代表的易方达上证

中盘ETF， 代码分别为 159901、512070和

510130。由于深成指从40只成分股扩容到500

只成分股，深100指数跻身为深市蓝筹股新标

志。券商和保险行业是市场公认的两大蓝筹子

行业， 易方达非银ETF囊括了这两个蓝筹行

业。易方达上证中盘ETF为沪市中盘蓝筹股代

表，行业配置均衡。 （常仙鹤）

中港基金互认开闸

广发基金携A股基金冲刺头班车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备受关注的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于7月1

日正式开闸，近期A股的巨震为香港投资者投

资A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机会。 7月2日，

广发基金、易方达基金、上投摩根、景顺长城等

8家基金管理公司的产品代理人向香港证监会

递交了互认基金的注册申请材料，有望成为内

地首批启动基金互认业务的基金公司。

“我们上报了两只偏股型产品，它们的成立

时间达到两年以上、长期业绩非常突出。 ”广发

基金香港子公司负责人林永森透露， 广发基金

旗下有二十多只基金满足基金互认的条件，首

批精选了投资A股市场的两只偏股型基金试水。

据林永森介绍，广发基金在第一时间就向香

港证监会递交了申请材料。 早在一年前，他就开

始接触香港的银行渠道， 调研渠道的投资需求。

今年年初，广发基金内部成立了跨部门的筹备工

作小组，由公司高管担任工作小组组长，市场部、

运营部和合规部等多个部门员工推进准备工作。

其中，广发香港子公司是广发基金的产品

代理人，负责与香港监管机构沟通、拓展银行

代销渠道、后台运营等工作。

“2014年年中，我们就拿着广发基金管理

的十几只股票型产品资料与香港市场的银行

渠道沟通，了解他们对产品的需求。 ” 林永森

介绍，今年年初以来，他们对11家银行渠道进

行多次调研，并最终选择了两只偏股型产品作

为首批申请基金互认的基金。

据林永森介绍，5月22日以来，广发基金香

港子公司与多家银行渠道商谈代销工作，已经

敲定多家中资和外资银行代销广发基金参与

基金互认的产品。

“我们的计划是等互认基金获批后，成为

银行渠道第一批上架的产品。 ” 林永森透露，

他们近期与多家银行、券商等渠道进行商务洽

谈，了解他们的产品需求。

“2014年以前，香港市场还没有以人民币

标价的主动管理型A股基金。直到现在，投资A

股的主动管理型R-QFII基金只有3只。 ” 林永

森表示，当两地基金互认正式启动后，给香港

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 在他看来，内地

基金产品由国内本土的基金经理管理，投资业

绩更为突出。香港投资者通过申购国内的偏股

型基金来分享内地资本市场的长期成长机会。

邬传雁：未来将是结构性牛市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经历了“去杠杆” 的阵痛之后，A股又将

何去何从？ 泓德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拟任基金经理邬传雁认为，本轮牛市有两大坚

实的基础； 融资盛行正在加剧牛市的波动，随

着一大批具有较高确定性成长公司的出现，或

许能为专业投资机构提供价值实现的机会。

本轮牛市的两大坚实基础

邬传雁认为，此轮牛市较以往有两个坚实

的基础。第一是目前上市公司整体的管理能力

和管理水平较以往有很大提高，特别是激励机

制得到很大改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挂

钩较为密切。 他说，这正是这轮牛市坚实的基

础之一。

“以往每一轮牛市， 都有技术进步的驱动

因素，” 邬传雁认为，互联网则是这轮牛市的

技术革新驱动因素。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互

联网能够对所有行业进行改造，进而有利于提

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这是

坚实基础之二。

“这两点是此轮牛市区别以往牛市的基

础，未来五到十年A股市场将产生一大批高成

长的公司。实际上，目前就有一批这样的公司，

已经成为国内的龙头，现在具备同国际巨头竞

争的实力。 ” 邬传雁说。

结构性牛市彰显价值

对于后市，邬传雁认为，融资盛行助涨助跌，

经过前期快速上涨以及近期的急速下跌，投资的

风险管理能力愈发重要，而这恰恰是类似基金公

司这样的专业投资机构优势所在。未来牛市将会

分化，好的股票继续涨，被证伪的则会跌回去。同

时总体来看，目前股市运行总体健康，近期市场

调整是对融资因素的调整，属于正常。 他说：“适

度的降杠杆，未来牛市将更健康。 ”

那么，未来市场中，机会又蕴藏在哪里呢？

邬传雁认为，至少三五年内，养老产业、消费服

务、环保、高端制造等领域是被看好的。他进一

步解释道，由于国内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未来

养老产业具有较大的投资机会。此前国内环保

欠账太多， 未来这一领域将会是发展重点，其

中更看好那些专注于技术研发的公司。高端制

造业的机会则更多的体现在自动化技术领域。

国泰互联网+今起发行

据悉，国泰互联网+股基将于7月6日—

17日通过建设银行、 券商以及国泰基金官

方直销平台等渠道正式发售， 由擅长选股

的周伟锋任基金经理，做互联网“创客” 伯

乐，助力看好互联网+“创客” 的投资者挑

选“千里马” 。

国泰互联网+投资于股票资产的比例

不低于80%， 投资于互联网+主题股票占

非现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 拟任基金

经理周伟锋坚持基本面选股与互联网思

维相结合，从互联网行业公司与“触网转

型” 的传统行业公司中精心挑选，关注具

备“创客精神” 的投资标的。Wind数据显

示，截止7月1日，周伟锋从2014年3月17

日管理国泰价值经典至 今 总 回 报 为

102.99%（徐金忠）

交银施罗德两只基金

提交中港互认申请

7月1日起， 内地香港基金互认正式开

闸。 据悉，交银施罗德基金已经向香港证监

会提交了旗下两只偏股型基金———交银成

长（519692）和交银稳健（519690）互认

注册的相关材料，成为首批提交“南下” 申

请的基金公司之一。

除了“南下” 外，交银施罗德基“北

上” 方面也积极拓展，担任其外方股东

施罗德产品的内地代理人。 交银施罗德

基金在基金互认南北双向业务上“齐头

并进” 。

交银施罗德基金总裁阮红表示， 目前

交银施罗德旗下共有十多只基金符合香

港互认注册的条件，此次首先选择的两只

偏股型基金———交银成长和交银稳健，都

是2006年就已成立的老牌旗舰基金。未来

还将依据香港市场的投资者需求和销售

情况，陆续安排其他优秀产品“南下” 销

售。 （黄淑慧）

华泰柏瑞中国制造2025

混合基金周一发行

华泰柏瑞中国制造 2025混合基金

（001456） 将于7月6日起通过中国银行、

华泰柏瑞网上直销等机构公开发行。

华泰柏瑞中国制造2025混合基金将以

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80%的比例投资于

“中国制造2025” 主题相关证券，重点聚焦

于政策重点扶持的十大重点领域———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航空航天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

舶、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

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捕捉中国迈向制造强

国进程中的投资机会。

该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李灿表示，后

市震荡加剧，个股分化更加明显，下半年投

资要看结构性机会和主题机会， 更考验基

金经理的选股能力。 他看好一些有确定性

政策出台触发行情的板块， 如中国制造

2025相关产业链、电改+能源互联网、民参

军、国企改革等。 （黄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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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瑞银银岁丰利今发售

记者获悉， 国投瑞银岁丰利一年期定

期开放债基（A类：001137；C类：001138）

将于7月6日起开始发售。

据了解， 国投瑞银岁丰利一年期定期

开放债基是国投瑞银基金旗下第三只定期

开放债基，新产品专注债券市场，投资于债

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25日，国投瑞银

岁添利A自2013年8月21日成立以来净值

增长率达20.01%， 大幅跑赢业绩比较基准

12.66个百分点； 岁增利A自2014年9月21

日成立以来净值增长9.3%， 跑赢基准6.54

个百分点。 （黄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