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成基金联手360布局互联网金融

首推360互联网+大数据指数

□

本报记者 黄丽

7月17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公告宣布，将

于8月10日正式发布中证360互联网+大数据

100指数， 该指数由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

制开发。 大成基金首席战略官温智敏表示，这

是大成基金与互联网企业360合作的首只产

品，两家公司已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联手布

局互联网金融， 未来还有一系列合作产品问

世。 继济安金信、广发基金、南方基金、博时基

金后，大成基金也正式布局大数据产品。

温智敏表示，相对于传统调研，大数据调

研能够收集更多方面的信息， 通过分析研究，

找出既有逻辑性又有统计有效性的指标，就能

用来指导投资。

据大成基金数量与指数投资部参与该大

数据指数产品研发的夏高博士介绍，与行业中

已有的大数据指数产品对比，360互联网+大

数据指数的选股范围不一样。 “百发100和南

方I100是全市场选股， 淘金100主要在电商相

关的行业选股， 互联网+指数是在互联网+相

关行业内选股。 ” 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至7月

16日期间，360互联网+大数据指数涨幅为

93.76%，同期上证综指上涨18.19%，创业板指

上涨78.5%。

大成基金与360首度合作的产品即为互联

网+行业指数，夏高认为,互联网+所覆盖的行业

都将产生重大变革，我们长期看好互联网+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因此推出了我们的互

联网+大数据指数。6月15日以来，市场经历了一

次重大调整，创业板指数最大曾下跌超过40%。

我们认为，前期存在的泡沫大部分已经被挤出，

许多优质股票的投资价值重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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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震荡拼仓位 基金排名剧烈洗牌

□

本报记者 黄丽

年中排名刚刚过去不到一个月，A股就经历

了一场血雨腥风，在这场股市大震荡中，公募基

金排名出现剧烈洗牌。 数只明星基金回撤巨大，

也有基金踩准节奏，迅速跻身前十，甚至一度坐

上冠军宝座。 原本以为“要死一起死”的部分公

募基金被少数同伴提前抛弃，排名差距拉大。

据了解，排名出现剧变的原因可能主要在

于仓位变化， 有基金遭遇大量赎回而被迫斩

仓，但也有人提前降低仓位避险。所以，相比而

言，更考验基金经理仓位控制的混合型基金排

名变化更大。不过，多数基金经理表示，尽管过

去半个月很痛苦， 但未来也不会刻意控制仓

位，该满仓还是满仓。

基金相对排名剧烈波动

连续经历数日快速上涨后，公募基金净值

快速回归，差异相对缩小，不过与2015年“中

考” 时相比，变化仍然较大。 事实上，早在基金

年中排名前，调整就已经开始。上证综指于6月

12日创下本轮牛市新高，当日股票型基金年内

平均收益率超过100%， 但随后的一波杀跌行

情令在大跌中依然维持较高仓位的基金整体

收益大幅缩水，一些前期排名相对靠前的基金

年内收益甚至遭到腰斩。 然而，7月以来，这种

调整并未结束，基金收益继续快速下降，排名

也重新洗牌。

根据金牛理财网的数据，截至7月19日，股

票型基金中仅有富国低碳环保依然维持翻倍

的战绩，今年以来收益率达到138.66%，汇添

富民营活力和华宝兴业服务收益分别为

93.59%、91.61%。 虽然股票型基金排名变动相

对不大，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6月底时，普通

股票型基今年以来实现翻倍的基金共有13只，

富国低碳环保、汇添富民营活力、华宝兴业服

务上半年的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160.31% 、

123.56%、121.11%。

混合型基金中，截至7月19日，易方达新兴

成长、 国投瑞银美丽中国今年以来收益为

115.18%、100.93%， 宝盈新价值也重新跻身翻

倍阵营，今年以来收益为100.91%。 益民服务领

先、 浦银安盛新兴产业今年以来收益率也仍在

90%以上。 其后是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新华行业

灵活配置、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上投转型动

力灵活配置，收益率分布在85%—79%之间。

而在6月底时， 实现翻倍的混合型基金共

有4只， 易方达新兴成长上半年净值增幅达到

145.38%。 宝盈新价值混合、新华鑫益则分别

以130.6%和112.02%的净值涨幅位居第二和

第三位，第四位是华商创新成长，上半年净值

上涨105.86%。

比较看来，混合型基金排名变化较大。 原

本位于前十的新华鑫益、中银新经济纷纷跌出

前十。 值得一提的是，国投瑞银美丽中国在近

期大调整中净值逆势增长， 排名迅速上升，甚

至一度将易方达新兴成长挤下冠军宝座。

震荡市中仓位为王

经过这次股市大震荡，股票型基金排名变

化不大，因为有最低仓位限制，基金经理降无

可降，在差不多仓位水平下，众多股票型基金

的净值共同随着市场涨跌而起伏，回撤相差不

大。但混合型基金排名的急剧变化或许已经透

露出基金经理的仓位控制水平。

5月中旬时，因上涨过快过于陡峭，关于创

业板股价泡沫的质疑声已经甚嚣尘上， 当时有

满仓的基金经理直言， 行情强迫大家在泡沫中

游泳，如果调整真的来了，“要死就一起死” 。 但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泡沫开始退去时，真正的裸

泳者现身，而部分基金经理早已提前撤退。

根据广发证券统计的559家主动偏股型基

金在暴跌前后的排名情况，223只基金在近半

个月时间里发生了超过50位次的排名下降，有

201只基金发生了超过50位次的排名上升，可

见基金排名在半个月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并

没有出现“要死一起死” 的局面。 从这段时间

公募基金净值变化来看，提前降低仓位的基金

经理是绝少数。

深圳一位排名靠前的混合型基金经理向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因为混合型基金仓位比

较灵活，自6月份开始，其管理的基金就开始快

速减仓，近一个月股票仓位都很低。 但同时他

也参与了部分新股申购， 所以回撤比较小，排

名上升得比较快。

而北京一位股票型基金经理没有那么幸

运，作为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他今年以来业绩

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原本他并不惧怕短期的下

跌，所以没有提前减仓，准备死扛。 但当调整真

正来临时，他的重仓票被其他人首先斩仓，砸到

跌停，再加上每天约一亿元的赎回，让其管理的

基金遭遇了空前的流动性危机，回撤超过40%。

不过，尽管经历了市场最难熬最痛苦的阶

段，部分基金经理表示，仍然不会长期保持低

仓位，因为这样对排名不利，该满仓的时候还

是会满仓。只不过今后哪怕满仓的都是自己最

看好的股票， 当看到市场整体苗头不对的时

候，也会先剁出来再说，而不会再扛过去，等观

察到市场企稳了再很快把这些股票加回来。

招商体育文化休闲基金

今起发行

继招商国企改革主题基金之后， 招商

基金王牌团队投资管理一部再度推出一只

专注体育、文化、休闲三大新兴产业的行业

主题型基金———招商体育文化休闲股票基

金 （以下简称招商体育文化休闲基金，基

金代码：001628）， 投资者可于7月20日起

通过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招商证券等各大

银行、 券商网点及招商基金直销平台进行

认购。 该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

不低于80%。 （黄丽）

国投瑞银白银基金今开售

境内首只白银基金———国投瑞银白银

基金（LOF） (代码：161226)将于7月20日

起发行。 该基金主要持有上海期货交易所

的白银期货主力合约， 未来将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

据了解， 国投瑞银白银基金采用被动

管理， 力求在扣除相关费用前产品回报与

上海期货交易所白银期货主力合约收益率

相当。 该产品无杠杆，持有白银期货合约价

值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90%、 不高

于基金资产净值的110%，权证投资比例不

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3%。 （黄丽）

绝对收益基金锋芒渐露震荡市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结束为期两周的“断崖式” 下跌历程后，

A股开启了宽幅震荡的筑底旅程。 7月9日至13

日， 沪深300三天上涨449点， 累计涨幅达

12.26%。 但随后三个交易日，该指数下跌214

点，下跌5.09%。 伴随股指的剧烈波动，大多数

股票型基金净值呈现出随波逐流的走势。 当A

股上演“过山车” 的震荡走势时，采用市场中

性策略的绝对收益基金则以低波动率特征给

投资者带来稳定的绝对回报。

绝对收益基金逆势飘红

对投资者而言，绝对收益策略基金是一个

相对陌生的基金品种， 其属于另类投资基金。

据wind统计， 目前市场运行的绝对收益策略

基金共有8只，它们来自广发、嘉实、南方、工银

瑞信等7家基金公司。目前，国内的偏股型基金

普遍采取相对收益策略，即以跑赢股指为首要

目标，这使得偏股型基金净值受到股指波动的

影响较大。 与此不同的是，绝对收益策略基金

通过对冲等手段使得基金收益率受股指的影

响降低，以获得稳定的绝对回报。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过去一个月，A

股出现大幅下跌，采取相对收益策略的股票型

基金净值出现大幅回撤，但绝对收益策略基金

的净值只有小幅回撤，甚至实现正收益。

数据显示，5月28日，上证综指、沪深300和

创业板指单日急速下挫6.50%、6.71%和5.39%，

但广发对冲套利基金净值逆势上涨1.14%。 6月

15日—29日，A股遭遇持续两周的暴跌，上证综

指和沪深300分别重挫21.55%和21.43%， 创业

板指更是狂泻31.03%， 但同期广发对冲套利基

金的净值上涨1.92%。 沪深300指数今年以来的

最大回撤高达21.71%， 广发对冲套利基金的最

大回撤仅为1.25%。以单周最大回撤看，沪深300

单周最大亏损13.08%， 而同期广发对冲套利基

金的单周最大亏损只有0.96%。

对冲策略震荡市显身手

华泰证券基金分析师楼栋指出，绝对收益

基金采用的市场中性策略都是通过股指期货

对冲股票组合获取Alpha收益，区别主要体现

在股票组合构建和股指期货的覆盖比例。

“做空的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与股票投资组

合的市值相匹配，轧差之后的股票和股指期货

合约价值合计与基金资产净值之比在-10%至

+10%的范围内，从而保持市场中性，使得基金

净值不受大盘涨跌的影响。 ” 广发对冲套利基

金的基金经理钟伟说。

“策略采用量化选股模型， 优化程序对个

股的权重进行优化配置。 组合持有股票在300

只以上；单只股票平均权重极小，可有效分散

个股风险。 ” 钟伟解释，组合绝大多部分成分

股与沪深300成分股类似， 可以保证组合与沪

深300指数的偏离度不会太大。

据介绍，对冲套利基金的收益来源于三部

分：一是个股超额收益，即股票组合超越沪深

300指数带来的收益；二是期货基差收益，每年

为3%左右；三是股票分红收益，每年约为1%。

其中， 期货基差收益与股票分红收益较为确

定，构成投资组合的安全垫。

某卖方研究机构向记者表示，绝对收益率

策略严格对冲系统风险，这类产品无论是最大

净值回撤还是年化波动率，均低于传统偏股基

金和沪深300指数。

“市场中性策略基金的收益率在股指处于

震荡而个股较为活跃的市场环境中表现最为理

想。 ”华泰证券基金分析师楼栋表示，这类产品

的风险收益水平介于债券基金和混合基金之

间，较为适合风险承受能力有限，同时希望无论

股指涨跌都能获取一定收益的投资者。

华宝添益

规模飙升至886亿

A股最近一个月以来的暴跌和强劲

反弹给场内货币基金提供了发展良机，资

金源源不断地涌入此类产品避险。 其中已

占据场内货基规模第一位置良久的华宝添

益，7月以来规模持续暴增，自7月7日以来，

已连续9个交易日创出历史新高，日均净申

购达46亿元。 截至7月17日收盘，上交所清

算数据显示，华宝添益最新规模已高达886

亿元； 而二季度末其规模仍为502亿元，在

十余只场内货基中规模占比53%， 半个月

间更直升了近400亿元。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 综合各方面因素

来看， 市场避险情绪近期内难以有大的逆

转，华宝添益的“吸金” 势头难挡，估计很

快将向规模千亿大关发起冲击。（徐金忠）

圆信永丰双红利

年内二度分红

继一季度大比例分红以来， 圆信永丰

双红利即将进行第二次高比例分红， 每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a类4.03元、c类

3.92元，权益登记日为7月20日，现金红利

发放日为7月21日。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圆信

永丰双红利基金今年以来收益65.68%，在

461只同类产品中排名近前10%；公司整体

业绩也较为出色， 在2015年上半年主动偏

股型基金公司平均收益排行中， 圆信永丰

位居第11位，收益65.3%，远超于同期成立

的其他基金公司。 （黄淑慧）

北信瑞丰基金子公司成立

北信瑞丰基金日前发布公告称， 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批复， 北信瑞丰基金获

准设立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为上海北信瑞

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业务范围为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

他业务，注册地为上海市，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3000万元， 其中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65%的股权， 上海暾旭投资咨询

中心持有35%的股权。

公告指出， 上海北信瑞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周瑞明兼任上海北信瑞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徐文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