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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风向标

各类型基金简单平均仓位变动

各类型基金简单平均仓位变动

增仓幅度前十基金

减仓幅度前十基金

简单平均 8月27日 8月20日 仓位变动 净变动

指数基金

90.29% 92.55% -2.26% -1.08%

股票型

90.07% 92.06% -1.99% -0.74%

偏股混合

77.59% 82.16% -4.56% -2.10%

杠杆指数

68.38% 59.97% 8.41% 12.30%

配置混合

56.71% 60.82% -4.10% -0.24%

偏债混合

19.86% 20.78% -0.92% 1.59%

保本型

13.51% 15.29% -1.78% 0.17%

债券型

7.63% 9.13% -1.50% -0.26%

债券指数型

3.98% 6.19% -2.22% -1.35%

转债混合

2.48% 1.13% 1.35% 1.51%

简单平均 8月27日 8月20日 仓位变动 净变动

指数基金

90.74% 92.65% -1.91% -0.74%

股票型

89.19% 91.44% -2.25% -0.91%

偏股混合

73.21% 77.67% -4.47% -1.57%

杠杆指数

54.93% 44.90% 10.04% 13.95%

配置混合

27.81% 29.56% -1.75% 1.47%

债券指数型

21.98% 52.22% -30.24% -26.25%

偏债混合

8.31% 9.62% -1.31% -0.01%

债券型

8.29% 9.74% -1.45% -0.13%

保本型

7.70% 9.48% -1.78% -0.50%

简单平均 8月27日 8月20日 仓位变动 净变动

大型基金

20.53% 21.97% -1.44% 1.18%

中型基金

56.48% 58.93% -2.44% 1.47%

小型基金

78.40% 81.04% -2.64% -0.06%

基金短期看好维稳行情

军工国企改革是重点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上周市场先抑后扬，先是连续

暴跌，最低探至2850点，将沪指重

新拉回到去年12月的水平，而在政

府“降准降息” 的利好刺激下，上

周四、周五两个交易日市场又出现

强势上涨，累积反弹约10%，沪指

重上3200点。 对于未来的行情，基

金认为，虽然市场恐慌情绪仍需要

时间恢复，短期内可以期待阅兵维

稳带来的行情，军工、国企改革因

前期的暴跌估值修复重新具备了

投资的价值。

逢低关注阅兵行情

在前期暴跌的基础上， 上周五

各大板块全线飘红，权重股、题材股

全线爆发，军工板块再现涨停潮，体

育概念股以及西藏板块也是走势强

劲。 基金人士表示，短期来看，政府

一系列救市政策将对市场形成托底

效应，阅兵行情值得期待。

华南的一位基金经理表示，大

跌后出台降准和超预期降息政策，

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 中金所也推

出组合拳打击期指过度投机， 此举

有助于抑制做空情绪，总体来看，提

振信心、 注入流动性等举措短期会

利好股市。

“阅兵前，军工、国企改革仍是

市场炒作热点， 西藏等区域性板块

也值得关注。 ” 另一位私募基金经

理表示，改革预期之下，地方债务改

革、国企改革、军工企业改革等，都

需要一个健康、健全、完备的市场平

台解决， 所以这些板块一旦超跌就

可以参与。

南方基金认为，从中长期来说，

A股市场仍有行情修复机会， 这次

探底应该是能探到中长期底部。 随

着投资者信心逐渐恢复， 场外资金

会逐渐入场， 大盘将展开修复性上

涨行情。在板块上，重点关注业绩增

长较好行业的板块，如食品饮料、商

贸零售、医药、新能源汽车等。

中期依然持谨慎态度

博时基金认为， 虽然上周五市

场出现大涨， 但之前对市场形成支

撑的沪股通出现了24个亿的净卖

出， 是7月中旬以来的最高的卖出

量。从净买入情况看，机构参与度较

高， 特大单净买入金额创8月7日以

来最高水平。从历史数据看，这对后

市展望起到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后

市收涨的几率仍然偏高， 但经历两

天累计10%以上的涨幅， 对后市也

不宜太过乐观。 加上目前新热点产

生量较小，军工领涨，以及7月以来

散户资金不断流出的现状看， 市场

总体偏弱的趋势仍未打破， 投资者

应把握节奏，谨慎投资。

另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大盘

企稳回升和国家队再次托市，以及

养老金入市、阅兵前维稳等利好助

推有关。 另外监管层的政策支持有

利于缓解当前市场弥漫的悲观预

期。 策略上，短线反弹仍是降低仓

位的窗口， 空仓者继续休息等待，

不建议继续追进，而是等待回调予

以接回。

农银汇理基金认为，短期来看，

由于全球市场不稳定， 以及市场仍

对经济下滑比较担心， 导致市场仍

处于较为悲观状态。 在市场情绪不

稳定状态下，持谨慎态度；从长期来

看，养老金入市政策已通过，国内转

型升级势在必行， 在市场出清企稳

后，有望迎来长期慢牛。

保本基金

再成投资者首选

□

招商证券 宗乐 顾正阳

上周各主要市场指数先跌后升，

上证综指

8

月

26

日盘中曾跌破

2900

点，

周五收盘以

3232

点报收。

8

月

24

至

28

日

五个交易日期间，上证指数、沪深

300

指数、深证成分指数、中小板指数以及

创业板指数的跌幅依次为

7.85%

、

6.89%

、

9.26%

、

8.93%

和

11.09%

。 新基

金发行市场的风险偏好明显降低，确

保本金安全的保本基金的吸引力显著

上升， 而股票市场弹性较大的指数分

级基金的销售状况则较为冷清。

8

月

24

日至

8

月

28

日， 共有

11

只基

金公告成立。 其中，包括

1

只股票型基

金、

7

只混合型基金、

1

只保本基金、

1

只

指数型基金和

1

只股票指数分级基金，

总募集规模为

92.8

亿份，平均募集规模

为

8.4

亿份，较前周的

1.8

亿份平均募集

规模有所回升。 值得一提的是，国投瑞

银进宝保本基金（

001704.OF

）共募集

了

40.3

亿份，为本周之冠，也反映出随

着投资者风险偏好的降低， 保本基金

再度成为基金投资者的首选。

本期新成立的指数分级基金即上

周结束募集的融通中证大农业指数分

级（

161630.OF

），该基金是目前全市场

最具“猪周期”特色的指数分级基金，

具有一定的稀缺性。 此外，中证大农业

指数包括整个大农业产业链上的主要

子环节，包括种业、农化、果蔬加工、调

味品、疫苗、饲料、食品、种植业、渔业、

林业等子行业， 关注大农业板块投资

价值的投资者可积极参与。

截至上周五， 已经结束募集但仍

未成立的基金共计

10

只。 其中，包括两

只股票型基金、

6

只混合型基金 （其中

包括

4

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和两只

偏债混合型基金）和两只债券型基金，

预计将于近期公告成立。

截至上周五， 共有

21

只基金仍在

发行，即投资者下周仍可认购。 从类

型上看， 本期在发基金中包括

1

只股

票型基金、

12

只混合型基金、

2

只债券

型基金、

2

只绝对收益基金、

2

只保本

基金、

1

只股票指数分级基金和

1

只

QDII

基金。 其中，国泰国证新能源汽

车分级基金（

160225.OF

）是由国泰中

小板

300

成长

LOF

基金转型而来，目前

处于特定申购期，投资者若有相关配

置需求可以申购。

本周即将结束募集的基金共有

三只，分别为东方红优势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基金（

001712.OF

）、华商信

用增强债券型基金（

001751.OF

）和东

方创新科技偏股混合型基金（

001702.

OF

）。 由于本周只有

3

个工作日，这三

只基金将陆续于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结

束募集，计划参与的投资者需提前做

好准备。

两只以追求绝对收益为投资目标

的多空策略基金， 即大成绝对收益混

合基金（

001791.OF

）和富国绝对收益

多策略基金（

001641.OF

）仍在募集。 这

两只基金的共同特点是在投资时引用

股指期货等工具对冲市场波动风险，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寻求基金资

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追求绝对收益的

低风险偏好投资者可以适当关注。

此外， 本期在发的两只保本型基

金分别为中融融安二号保本基金

（

001739.OF

） 和华安新乐享保本基金

（

001800.OF

），对本金的安全性有较强

要求、 且对流动性要求不高的投资者

可以积极参与。

根据最新公告， 即将募集的基金

共计两只， 分别为汇丰晋信智造先锋

股票型基金（

001643.OF

）和华润元大

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

001212.OF

），这

两只基金都将于

9

月

1

日开始公开募

集， 不同风险偏好的基金投资者可根

据需求挑选认购。

避险情绪较浓

减仓基金以成长风格为主

□

德圣基金

上周前半周市场恐慌再

现。 受人民币贬值和美联储

加息影响，全球市场普跌，投

资者风险偏好下移。 周二，央

行宣布双降， 维稳力度再加

码， 市场逐渐企稳并开始反

弹。 截至周五， 沪指收报

3232.35点，下跌7.85%，创业

板指收报2082.12点， 下跌

11.09%。板块方面，上周最终

只有保险板块收红， 周上涨

5.4%， 而破净的银行在所有

行业板块中跌幅相对较小，

跌幅较小的通信和计算机上

周补跌，均跌逾10%。

随着大盘 18日开始下

跌，尤其上周一、周二连续暴

跌，基金整体大幅减仓，避险

情绪较浓。 总体上看，加仓的

基金不多， 主要以杠杆指数

型为主， 此类基金前期采取

大幅减仓后整体仓位较低，

上周加仓明显， 但市场若结

束反弹， 部分临近下折的基

金短期应注意规避； 减仓幅

度较大的基金以成长风格为

主， 且前期仓位大多都在

80%以上， 大盘重挫下业绩

回撤幅度有所减弱。

偏股方向基金中仅杠杆

指数型加仓。 德圣基金8月27

日仓位测算数据显示， 指数

型基金减仓1.91个百分点至

90.74%， 股票型基金减仓

2.25个百分点至89.19%，杠

杆指数型基金变动最为明

显， 加仓10.04个百分点至

54.93%， 偏股混合型基金减

仓4.47个百分点至73.21%，

配置混合型基金减仓1.75个

百分点至27.81%。 测算期间

沪深300指数跌14.78%，仓位

被动变化明显。 扣除被动仓

位变化后，操作略有分化。

偏债方向基金整体减

仓。 其中，债券指数型基金大

幅 减 仓 30.24 个 百 分 点 至

21.98%， 偏债混合型基金减

仓1.31个百分点至8.31%，保

本型基金减仓1.78个百分点

至7.70%， 债券型基金减仓

1.45个百分点至8.29%。

各类型规模基金均小幅

减仓。 其中， 大型基金减仓

1.44个百分点至20.53%，中

型基金减仓2.44个百分点至

56.48%， 小型基金减仓2.64

个百分点至78.40%， 扣除被

动变化后仅小型基金微幅减

仓。

减仓基金数继续大幅增

加。 扣除被动仓位变化后，87

只主动增仓幅度超过2%，46

只增仓超过5%；421只基金

主动减仓幅度超过2%，256

只减仓幅度超过5%。

重仓基金（仓位>85%）

占比增加 0.2个百 分 点 至

50.41% ， 仓位较重的基金

（仓位75%-85%）占比增加

0.20个百分点至9.55%，仓位

中 等 的 基 金 （仓 位 60%

-75%）占比减少0.61个百分

点至2.64%，仓位较轻或轻仓

基金占比增加0.20个百分点。

公司方面， 逾九成基金公

司减仓， 减仓公司数明显增

加。 中大型基金公司中除汇

添富外， 均采取一致减仓。

其中，华商、广发、富国等减

仓幅度较大； 中小基金公司

中仅浙商、 北信瑞丰、 招商

等个别公司小幅加仓， 减仓

仍是主要方向 ， 尤其是中

融、 东海 、 英大等减仓逾

20%， 代表性基金如中融国

企改革、东海美丽中国等。

当前市场， 要言企稳还

为时尚早， 但已不必过度悲

观， 市场大概率会回归估值

驱动以及改革修复性的行情

中。 基金投资方面， 积极投

资者可以在市场震荡选择定

投布局， 提升仓位。 而稳健

和保守投资者可以保持中性

仓位。

注：（

1

）基金仓位为规模加权平均，基金规模采用最新净值与最近季报份额相乘计算；

因此加权权重以及计入大、中、小型基金的样本每周都略有变化，与前周存在不可比因

素（

2

）大型基金指规模百亿以上基金；中型基金

50

亿

～100

亿；小型基金

50

亿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