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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弹药充足蓄势待发

□本报记者 黄丽

证监会上周五收盘后称，今后若干年证金

公司不会退出市场，并强调仍将继续以多种形

式发挥维稳作用。 同时，证金公司已经以协议

转让方式向汇金公司转让一部分股票。有公募

基金认为，监管部门的态度表明，股市目前正

逐步进入稳定发展的常态。据中国证券报记者

了解，经过近期的反复震荡，老基金仓位普遍

相对偏低，近一个月发行的新基金绝大多数也

均维持极低仓位水平，总体看来，基金子弹依

旧充足。

积极参与市场

上周五，证监会发言人邓舸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今后若干年，证金公司不会退出，

其稳定市场的职能不变，但一般不入市操作；当

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证

金公司将以多种形式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对于证金公司的表态， 博时基金宏观策

略部认为，证金公司可向其转让股票，显示就

救市资金、 已经持仓股票的后续安排在更高

层面已经达成一致。其次，证金可以避免直接

卖出给市场带来抛压，腾出空间，再遇市场突

发状况可以及时出手，调控市场。而汇金将长

期持有协议转让的股票，自主进行价值管理。

另外， 对证金公司未来行为模式再次做出说

明， 市场对救市立场的各种疑虑短期应进一

步消散，短期为利好。 因此，减少其对市场的

干预，以及恢复市场功能是其后续重点工作。

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表示， 证金公司将

部分股票转让给汇金并宣布未来参与市场的

方式和条件，表态不会对市场放任不管，对市

场的影响偏正面。 总体上，本次救市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稳定市场，逐步消除系统风险。 按

照国外资本市场经验，当出现系统风险时，积

极稳定市场，提供公共产品，是实现国家管理

职能的重要方式。

“总的来说，我们建议在本周更加积极地

参与市场。 ”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总经理魏凤

春表示，在行业上，看好的板块没有变化，包括

轻工制造、传媒、基础化工和电子元器件行业，

在主题上，建议关注和配置国企改革标的。

仓位偏低

据海通证券统计， 上周股票型基金和混

合型基金均出现大涨， 受益人民币贬值行业

的基金涨幅较大。 具体来看，上周主动股票型

基金上涨4.78%，指数基金上涨4.94%，混合型

基金整体上涨3.33%。 股混基金方面表现分

化，强股混合型、偏股混合型涨幅最大，分别

上涨5.36%和4.76%， 保本型和偏债混合型分

别微涨0.65%和0.70%。 在批发零售、制造业、

房地产等行业配置较多的基金表现较好，整

体看个基表现较好的如泰达宏利领先、 益民

创新优势、添富策略回报、长盛国企改革、益

民品质升级、 中海分红增利等。 指数基金方

面，表现较好的基金如富国中证体育产业、上

证商品ETF、国联安商品联接、国泰国证有色

金属等。

然而，基金仓位相比而言依然处于低位。

众禄基金研究中心仓位测算的结果显示，上

周样本内开放式偏股型基金 （包括股票型基

金和混合型基金， 剔除QDII和指数型基金）

平均仓位自前期的85.25%下降0.65个百分点

至84.60%， 其中股票型基金平均仓位为

91.01%，比此前一周下降0.34个百分点；混合

型基金平均仓位为74.89%， 比此前一周下降

0.83个百分点。

中国证券报记者根据Wind提供的数据

进行统计后发现，近一月成立的106只新基金

净值均在1元左右波动，仓位普遍较低，其中

广发中证医疗、 工银瑞信高铁产业等指数基

金仓位比主动型基金稍高， 但从净值表现来

看，仓位也十分有限。 五只“国家队”基金中，

南方消费活力基金仓位相对更高。

总体而言，经过近期市场宽幅波动，基金仓

位仍处于较低水平，蓄势待发的资金依然充足。

私募：震荡格局料延续

□本报记者 刘夏村

对于今后若干年证金公司不会退出，其

稳定市场的职能不变的表态， 一些私募基金

人士认为，此举短期来看有效稳定市场预期，

有助于股市反弹，但市场恢复信心尚需时日，

存量资金博弈之下市场震荡仍将延续。

短期有助反弹

星石投资总经理、 首席策略师杨玲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短期来看，证金公司此举有效

稳定了市场预期， 有助于股市反弹。 在救市之

后，有关维稳资金退出的议论就持续不断，市场

对于维稳资金退出消息也非常敏感。 市场一度

传言股市有政策顶，指数不会突破政策顶等。证

监会此次公开表示证金公司今后若干年不会退

出，有效稳定市场预期，短期有助于投资者情绪

和信心的恢复进而刺激股市反弹。

杨玲认为，长期来看，有助A股健康平稳

发展。 证金公司也表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

汇金公司转让部分股票，由其长期持有。 汇金

公司作为长期投资者，持有证金公司股票，加

强平稳机制长期存在的预期，同时为养老金、

社保基金等资金入市提供参考方案。 因此，长

期来看，随着这些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入市，对

于A股的健康、平稳发展有非常重大意义。

少数派投资总经理周良认为， 通过此举，

管理层明确表达了市场走势由市场自主调节

的态度，以后市场的上涨或下跌更多是由市场

运行来决定。和聚投资总经理李泽刚亦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此前证金公司入市是非常时

期的非常态。 从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来讲，让

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这个大的趋势

是没有变化的，预计在未来几周，乃至下半年

的一段时间，整个市场需要在新的价格体系里

寻找新均衡。

震荡格局料延续

朱雀投资认为，预计在情绪的惯性使然下

市场仍会延续反弹，但是4200-4300点附近压

力仍在，不改变震荡的格局。 存量资金博弈的

反弹，指数越到高位风险越高，需要继续关注

成交量放大对于目前存量资金的快速消耗情

况。从中期来看，估值结构、资金的供需平衡变

化、市场信心的重燃等都仍然需要较长时间。

李泽刚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整个市

场会重新构筑新的估值体系的基础， 短期弱

势震荡一段时间以后，再寻找新的方向。 本轮

回调极大地缓和下半年整体市场的估值压

力， 蓝筹股顺势下行为下半年提供良好的上

车机会。从长期来看，A股牛市趋势不变。从投

资策略来讲，看好大金融、环保、化工新材料、

民航、新消费。

杨玲认为，此次股灾并没有动摇牛市基础，

在稳增长政策进一步加码和货币持续宽松下，

牛市仍将继续发展； 短期来看救市已经基本取

得成功，但是投资者信心恢复尚需一定时间，市

场大概率将呈现震荡向上的格局， 市场行情也

将从前期的全面上涨演化为结构性分化。

杨玲进一步表示， 投资风险偏好下降，投

资将从务虚转变到务实，市场将更加关注业绩

确定性，而非故事动听性；价值投资必将回归。

有业绩支撑、估值合理的股票将有望站上下波

行情的风口。 从板块上看，估值相对合理且处

于业绩拐点的消费板块是最为值得的关注的

板块，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望成为市场热点。

华商新动力灵活配置将发行

日前，国家发改委召开发布会介绍新兴产业、增

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两大工程包的情况， 国家支持

经济转型意图明显，新兴产业再获“政策加码” ，引

发基金公司纷纷争先布局。 华商基金将于8月19日

发行华商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旨在通过其

灵活的产品特性和进退自如的操盘属性， 重点挖掘

国家新发展驱动下的新动力产业“黄金” 机遇，投资

者可于华商基金直销中心及网上交易系统，工行、建

行等各大银行、券商机构进行认购。

招募说明书显示， 华商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0-95%，其中投

资于新动力方向的上市公司股票不低于非现金基金

资产的80%，重点掘金新兴产业。 业内人士认为，目

前经济正全面走向转型， 转型是经济能否真正走出

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性前提，具体到

实体经济上， 政策新推出的新兴产业工程包将成为

未来投资市场的主要方向， 聚焦于此的理财产品有

望获得可观的政策性红利。

华商新动力拟任基金经理周海栋也认为， 当前

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的各项改革包括国企改革， 很大

程度上正是为解决现存制度的种种约束， 而这也势

必为真正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产业与行业的发展扫

清障碍。 因此，在投资中，他仍然秉承均衡配置的策

略，继续看好IT金融服务、互联网＋、大消费等领域，

只是未来个股之间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化，这

就要求投资者去伪存真，在这个动荡的市场中，以长

期持有的标准来精选个股。（刘夏村）

华商基金刘晓晨：信用类债券机会多

□本报记者 刘夏村

受央行就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

调整的影响，8月11日、12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连续两日出现大幅下调，股债两市呈现较大波

动， 但次日银行间债市利率债就稍有回暖，A

股14日午后呈现快速拉涨的态势， 沪指反弹

1.76%，站稳3900点。

展望2015年三季度，华商信用增强拟任基

金经理刘晓晨认为，货币供应同比增速有望企

稳回升，资金面将出现明显好转，短期利率将

开始回落，有望到前期低点。 长期利率债券收

益率依然受到供给较多的影响，预计会出现明

显的区间波动，但整体机会不多，更多机会在

信用类债券。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晓晨表示，投资债券

市场首先要拉长资产久期， 其次坚持高收益

配置和流动性资产平衡配置的策略， 考虑到

股市稳定后资金可能会有流出， 所以在流动

性资产配置上还要保持更高的比例。 主要的

风险是来自于三季度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加

息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但考虑到中国庞大的

外汇储备以及贸易实力， 整体利率波动风险

可控。

博时进驻微众APP基金频道

8月15日，微众银行推出成立以来的首款App。

作为最早获批的5家民营银行之一， 微众银行因其

腾讯大股东的背景和光环而备受关注。 博时基金作

为最早与微众银行建立合作关系的基金公司之一，

其旗下的博时医疗保健、博时裕益混合、博时亚太大

中华精选三只产品率先进驻微众银行App基金频

道，成为第一批在微众银行销售的基金。

作为国内成立最早的五家基金公司之一， 博时

基金很早就开始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探索和创新。 陆

续与阿里系的蚂蚁金服、 百度旗下的百度财富建立

合作关系，并不断推出轰动市场的创新产品，比如淘

金100大数据指数、 主打 “投资+消费” 的黄金产

品———存金宝。本次与微众银行的合作，标志着博时

与国内互联网三巨头BAT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体

现了博时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雄厚实力和不断追求

的毅力。

博时基金相关人士表示， 此次入驻微众银行

App的是三只特色各不相同的基金产品。 博时医疗

保健聚焦医疗保健行业，具有较好的抗跌性，银河数

据显示， 截至8月14日， 该基金今年以来收益率达

49.52%，在358只同类基金中排名前1/4；博时裕益

混合是博时混合类明星基金产品， 今年以来收益率

为44.79%； 博时亚太大中华精选则聚焦海外投资，

人民币贬值为其迎来不错的投资机会。（黄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