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条)大咖扎堆齐推新品 基金发行料迎“超级月”

本报记者 李岚君

10月13日，由中欧基金权益投决会主席、投资总监周蔚文掌舵的

中欧洞见一年持有期基金正式发行，该基金也是这位顶流基金经理近

两年以来首发新基金。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2日，10月以来已有97只（A/C份额分

开计算，下同）新基金进入募集期。 除此之外，还有89只新基金将于本

月随后的时间里开启募集，总数合计为186只。基金发行市场在10月份

或迎来“超级月” 。

基金大佬密集发新品

发行市场上，基金投资大佬们纷纷发行新产品。 中欧基金周蔚文、

嘉实基金谭丽、广发基金费逸、博时基金沙炜、汇泉基金梁永强、光大

保德信基金詹佳、信达澳银基金是星涛、永赢基金李永兴、方正富邦基

金崔建波等实力战将都将于近期推出新品。

为何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个时段发行新基金，这背后传递出什么信

号？

以中欧洞见一年持有期基金为例，中欧基金对此回应：“从长期来

看，市场有很多不错的买入机会。 经过两年的结构性牛市，股市整体估

值不低，有部分结构性高估板块，也有估值合理或低估的板块，存在结

构性机会。 除了未来高景气的新兴行业，经过近期的市场调整，餐饮、

酒店、旅游、航空、银行、地产等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估值也已处于较

低位置。 ”

同时，中欧基金认为，在震荡的行情中，新发基金的独特优势也有

利于提升投资体验。 在震荡市中，新基金建仓期内不必持续保持高仓

位运作， 不超过6个月的建仓期可以让基金经理逐步将基金资产比例

配置到合同规定范围。 如果遇到市场震荡下行，新基金可以利用建仓

期控制仓位，改善投资人买入之后的持有体验，也有望以较低的成本

完成建仓。

近百只基金开启募集

Wind数据显示，10月以来，截至10月12日，在新进入募集期的97

只基金中，主动权益类基金依然占据多数。 具体来看，偏股混合型基金

在各类基金中数量占比最多，共有30只，占比为30.93%。 此外，普通股

票型基金和QDII股票型基金共有6只。偏债混合型基金、纯债型基金以

及混合债券型基金共24只，占比合计为24.74%。 指数基金方面则仍以

被动指数型基金为主，共20只；增强指数型基金为6只。

以基金成立日作为统计标准，Wind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共发

行新基金1387只，发行份额达2.35万亿份。 其中，第一季度、第二季度

和第三季度的发行份额分别为1.07万亿份、5555.25亿份、7267.49亿

份，第三季度的发行份额相比第一季度缩水约32%。 不过，从目前第四

季度的发行情况来看，基金发行市场略有回暖。

除布局常规产品类型外， 部分基金公司还在扩充新型理财工具，

例如同业存单指数基金等。 根据不完全统计，逾40家基金公司批量上

报同业存单指数基金产品，其中包括南方基金、华夏基金、鹏华基金、

富国基金、招商基金等多家头部基金公司以及平安基金、中金基金、中

航基金等。

关注两类投资机会

针对今年四季度新发基金的布局方向和募集情况，不少新发基金

经理发表了市场研判。

在后续的投资布局上，周蔚文表示，会重点关注经济转型中的两

类投资机会：第一类是新能源、自动驾驶、物联网、AI、云计算、创新药、

创新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未来多年景气持续向好的新兴行业长期投

资机会；第二类是市值与景气处于低位的行业，如餐饮、酒店、旅游、航

空、博彩、银行、地产等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阶段性投资机会。

詹佳认为，对于后市，看好与创新生活相关的四大新方向。 首先是

更具创新的消费场景，在“通信智能+数据智能+硬件智能” 共同驱动

下， 中国消费形态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迭代进化，5G与云计算、 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合，将创造并发挥巨大的价值，给新产品、

新业务、新模式带来无限想象空间；其次是更个性化的健康医疗服务，

包括需要战略性配置的核心资产龙头、创新药、医疗器械等；再次是中

国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扩大速度非常快，近年来成为机器人市场应用

领域中颇具亮点的领域， 重点关注家庭服务机器人和专业服务机器

人；最后是低碳生活推动消费端的需求变革，各地政策推动下的绿色

建筑将在未来五年内实现迅速发展，看好家用光伏产业发展的巨大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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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大佬密集发新品

发行市场上， 基金投资大佬们纷

纷发行新产品。中欧基金周蔚文、嘉实

基金谭丽、广发基金费逸、博时基金沙

炜、汇泉基金梁永强、光大保德信基金

詹佳、信达澳银基金是星涛、永赢基金

李永兴、 方正富邦基金崔建波等实力

战将都将于近期推出新品。

为何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个时段发

行新基金，这背后传递出什么信号？

以中欧洞见一年持有期基金为

例， 中欧基金对此回应：“从长期来

看，市场有很多不错的买入机会。 经

过两年的结构性牛市， 股市整体估

值不低，有部分结构性高估板块，也

有估值合理或低估的板块， 存在结

构性机会。 除了未来高景气的新兴

行业，经过近期的市场调整，餐饮、

酒店、旅游、航空、银行、地产等受疫

情影响大的行业， 估值也已处于较

低位置。 ”

同时，中欧基金认为，在震荡的行

情中， 新发基金的独特优势也有利于

提升投资体验。在震荡市中，新基金建

仓期内不必持续保持高仓位运作，不

超过6个月的建仓期可以让基金经理

逐步将基金资产比例配置到合同规定

范围。如果遇到市场震荡下行，新基金

可以利用建仓期控制仓位， 改善投资

人买入之后的持有体验， 也有望以较

低的成本完成建仓。

近百只基金开启募集

Wind数据显示，10月以来，截至

10月12日，在新进入募集期的97只基

金中， 主动权益类基金依然占据多

数。 具体来看，偏股混合型基金在各

类基金中数量占比最多， 共有30只，

占比为30.93%。 此外，普通股票型基

金和QDII股票型基金共有6只。 偏债

混合型基金、纯债型基金以及混合债

券型基金共 24只 ， 占比合计 为

24.74%。指数基金方面则仍以被动指

数型基金为主，共20只；增强指数型

基金为6只。

以基金成立日作为统计标准，

Wind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共发

行新基金1387只， 发行份额达2.35

万亿份。 其中，第一季度、第二季度

和第三季度的发行份额分别为1.07

万亿份、5555.25亿份、7267.49亿份，

第三季度的发行份额相比第一季度

缩水约32%。 不过，从目前第四季度

的发行情况来看， 基金发行市场略

有回暖。

除布局常规产品类型外， 部分基

金公司还在扩充新型理财工具， 例如

同业存单指数基金等。 根据不完全统

计，逾40家基金公司批量上报同业存

单指数基金产品，其中包括南方基金、

华夏基金、鹏华基金、富国基金、招商

基金等多家头部基金公司以及平安基

金、中金基金、中航基金等。

关注两类投资机会

针对今年四季度新发基金的布局

方向和募集情况， 不少新发基金经理

发表了市场研判。

在后续的投资布局上， 周蔚文表

示，会重点关注经济转型中的两类投资

机会：第一类是新能源、自动驾驶、物联

网、AI、云计算、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

医疗服务等未来多年景气持续向好的

新兴行业长期投资机会；第二类是市值

与景气处于低位的行业，如餐饮、酒店、

旅游、航空、博彩、银行、地产等受疫情

影响大的行业阶段性投资机会。

詹佳认为，对于后市，看好与创新

生活相关的四大新方向。 首先是更具

创新的消费场景，在“通信智能+数据

智能+硬件智能”共同驱动下，中国消

费形态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迭代进

化，5G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深度融合， 将创造并发挥巨大的

价值，给新产品、新业务、新模式带来

无限想象空间； 其次是更个性化的健

康医疗服务， 包括需要战略性配置的

核心资产龙头、创新药、医疗器械等；

再次是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扩大

速度非常快， 近年来成为机器人市场

应用领域中颇具亮点的领域， 重点关

注家庭服务机器人和专业服务机器

人； 最后是低碳生活推动消费端的需

求变革， 各地政策推动下的绿色建筑

将在未来五年内实现迅速发展， 看好

家用光伏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10月13日， 由中欧基

金权益投决会主席、 投资

总监周蔚文掌舵的中欧洞

见一年持有期基金正式发

行， 该基金也是这位顶流

基金经理近两年以来首发

新基金。

Wind数据显示，截至

10月12日，10月以来已有

97只（A/C份额分开计算，

下同） 新基金进入募集

期。 除此之外，还有89只

新基金将于本月随后的时

间里开启募集， 总数合计

为186只。基金发行市场在

10月份或迎来“超级月” 。

大咖扎堆齐推新品 基金发行料迎“超级月”

●本报记者 李岚君

新成立基金数量与发行份额年度变化

QDII基金“油气冲天”

王者归来还是昙花一现

●本报记者 张舒琳

见习记者 杨皖玉

近日，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双

双突破每桶80美元大关，并创下近7

年新高。 随着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国

内原油基金“一骑绝尘” ，持续霸榜

QDII业绩榜单， 今年以来收益率最

高的超过77%。

原油基金霸榜

今年以来，原油市场一改去年的

弱势格局，在国际油价高歌猛进的背

景之下， 国内原油基金频霸QDII业

绩榜。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

日， 共有15只QDII基金年内收益率

突破60%（A/C份额分开计算），皆

为原油主题或以原油为主要投资标

的基金。

其中，华宝标普油气A美元今年

以来净值涨幅为77.70%， 广发道琼

斯美国石油A美元现汇上涨77.20%，

华宝标普油气A人民币等多只原油

基金涨幅都超过70%，易方达原油A

美元现汇、嘉实原油、南方原油等涨

幅超60%。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负

责人刘亦千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原油基金今年以来业绩亮眼与国际

油价的表现密不可分。 首先，油价上

涨主要是需求驱动。一是今年以来疫

情缓解，各国经济活动升温，全球需

求快速上升；二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加

剧了原油市场紧缺和紧缺的预期，全

球原油供应严重不足，欧美亚纷纷出

现能源短缺，强劲需求推动原油价格

快速上涨。 其次，全球持续十多年的

宽松货币政策下，大量流通的货币在

积极寻找不同的资产承载，以原油为

代表的大宗商品在供给相对不足的

背景下，成为了全球流动资金选择的

重要承载工具。 最后，目前全世界以

“碳达峰、碳中和” 为主要目标掀起

了新一轮产业调整，能源改革带动产

业并购重组加剧，产业成本短期受政

策影响而推高，客观上也成为推动原

油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四季度油价或继续走高

原油基金如此亮眼的业绩，是王

者归来还是昙花一现？ 基金人士认

为，在全球产业调整以及复工复产的

大背景下，需求增长预期将继续推升

四季度油价。

广州期货表示， 供应方面，“欧

佩克+” 产油国11月维持40万桶/天

的谨慎增产，美国释放紧急石油储备

存在不确定性，且今年美国页岩油生

产商重心不在产能扩张上，而更注重

股东回报。 需求方面，关注拉尼娜带

来的冷冬预期，东北亚及美国北部地

区将面临更冷的冬天，而亚洲和欧洲

天然气价格已经上涨至历史新高，石

油替代天然气及煤炭需求强劲，这部

分需求将继续推升四季度油价。

国海良时期货表示，在供应端相

对比较平稳释放的情况下，原油市场

更多是在交易需求端的增长预期，即

欧美国际航班恢复和油代气发电的

需求。

刘亦千表示，原油基金未来的投

资机会仍将主要取决于全球对能源

的需求形势和供给，影响的因素有很

多，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活

动复苏进展、原油采掘业的增长水平

等。 同时，也包括各主要国家的原油

政策等， 比如美国是否释放储备原

油，各国碳政策对非清洁能源是否有

变化等。 短期来看，油价大概率继续

上涨，相应的投资风险也在上升。

市场风格转换

私募策略锚定“顺势”与“均衡”

●本报记者 王辉

9月下旬以来，A股主要股指震

荡下行，市场风格转换明显。一方面，

前期持续快速走强的“双碳”等人气

投资主题出现大幅走弱； 另一方面，

金融地产等权重蓝筹与大消费白马

股再度展现强势。

来自多家一线私募的最新策略

观点显示，近期市场风格频繁转换的

背后有多方面因素驱动，四季度A股

市场的风格轮动可能持续。从应对策

略角度来看，顺势与均衡成为多家私

募当前把握市场投资脉络的关键词。

多因素引发风格转换

畅力资产董事长宝晓辉表示，近

期市场风格频繁切换大致可以归结

为四方面原因：一是宏观经济增速略

低于预期，投资者对于A股走势的预

期也有所下降；二是前期高景气板块

涨幅过高，部分机构已开始逐步获利

了结；三是原材料价格走高对下游企

业利润形成压制； 四是第四季度公

募、私募等机构投资者开始逐步获利

调仓，前期调整充分的部分低估值蓝

筹和白马股更容易受到资金青睐。

建泓时代投资总监赵媛媛则认

为， 近期市场风格再次出现急速转

换，主要有两方面因素驱动：一是名

义利率上升降低了市场风险偏好，使

得市场开始远离相对高估值的成长

股、周期股，转而倾向于投资有当前

业绩支撑的行业及受益于利率上升

的大金融板块；二是上市公司三季报

业绩开始披露，此前被市场忽略的绩

优股正重新得到资金认可。

对于未来一个阶段的市场风格

和板块轮动，驻点资产总经理陈平表

示， 该机构的量化模型研究显示，国

庆节前几周中证500等中小市值指

数已经在高位区域发出转弱信号，在

获利盘了结之后，做多资金大概率将

切换至已经阶段性调整充分的行业，

以及大市值蓝筹和白马股， 如消费、

医药、金融等。陈平进一步表示，现阶

段A股市场可能在未来一个月时间

内，延续上证50、沪深300等指数的

相对强势，相关指数成分股中权重较

大的行业值得阶段性看好，但投资者

也不应抱有太高的短期盈利预期。

深挖市场结构性机会

在市场起伏不定、 风格转换再

度加速的背景下， 从策略应对的角

度来看， 明泽资本董事总经理马科

伟表示，在板块轮动较快的市况中，

该机构会坚持自己看好和擅长的领

域，采用小幅的仓位控制应对回撤。

与此同时，马科伟建议，目前A股市

场机构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投资

难度也越来越大。 对于普通个人投

资者而言， 不应因市场的轮动加速

而进行频繁短线操作， 而要做自己

擅长领域内的事。

宝晓辉分析，预计在年底之前的

近三个月时间内， 综合各方面因素，

A股市场的运行风格大概率仍将继

续来回切换，短线择时或埋伏风格轮

动依然很难，建议投资者维持均衡配

置。 就目前而言，建议可适当高配上

证50、沪深300中的低估值个股。 赵

媛媛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市场风险

偏好的下降会经历一个反复的过程，

而三季报因素带来的本轮市场风格

漂移，可能会持续两周到三周，建议

投资者在10月增加对金融、 消费等

强势板块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10月开局

以来A股先扬后抑，10月12日两市个

股更出现普跌，但一线私募机构对于

市场的结构性机会依然保持积极态

度。 世诚投资总经理陈家琳表示，综

合未来一阶段的宏观因素来看，此前

受原材料成本预期影响而表现落后

的中游行业将迎来转机，具体包括新

能源产业链、基础装备制造业、半导

体产业链等。 与此同时，从大赛道角

度来看，以消费和医药为代表的传统

核心资产，在近几年经过了时间的检

验和市场的证明，其性价比正再次凸

显。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建议投资

者以高质量成长的维度，继续深挖市

场结构性机会。

定增数据透露风向 明星基金规模变动揭秘

●本报记者 张舒琳 李惠敏

近日，A股上市公司春风动力展开

的定向增发吸引了傅鹏博、 朱少醒、谢

治宇、 袁芳等多位知名基金经理参与。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三季度以来

部分明星基金规模罕见缩水，甚至出现

单只基金规模缩减100多亿元的情况，

即使纳入净值波动因素，资金整体仍出

现净流出。不过，与此同时，新能源主题

基金仍获资金逆势净流入。

多只基金遭资金净流出

近日，全地形车龙头股春风动力定

向增发落地，睿远成长价值、富国天惠

成长、工银文体产业等明星基金都参与

了该公司的非公开发行。

睿远基金于10月11日发布的旗下

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告显示，傅

鹏博和朱璘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以

2999.99万元的成本参与了春风动力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定向增发，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0.09%。 记者通过

数据计算发现，截至10月8日，睿远成

长价值规模约333亿元。 而在今年二季

度末，该基金的规模为369.63亿元。 这

也就意味着， 三季度以来的时间里，睿

远成长价值的规模缩减了约36亿元。

基金规模除受到申购资金数量变化外，

还会受到基金单位净值增长率的影响，

而即使考虑到7月1日至10月8日期间，

睿远成长价值的净值增长率为-7.

42%，仍有资金净流出该基金。

根据富国基金10月12日发布的公

告，公募老将朱少醒管理的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共认购90.91万股春风动

力，总成本约1亿元，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为0.2482%，以此计算，截至10月8

日，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最新规模约

403亿元。 而根据基金二季报，该基金

二季度末的规模为445.56亿元。规模缩

水约42亿元，降幅为9.55%。 而在此期

间，基金净值增长率为-7.55%。

另一只明星基金，由袁芳管理的工

银瑞信文体产业同样参与了春风动力

定增，根据公告，工银瑞信文体产业共

认购72.73万股， 总成本约0.8亿元，占

基金资产净值比例为0.56%，从而可推

算该基金截至10月8日规模约143亿

元， 与二季报披露的183.35亿元相比，

规模缩减约40亿元， 即使剔除同期基

金净值下跌7.21%造成的规模缩水，仍

有资金净流出。

此外，近一段时间，谢治宇管理的

兴全合润、 兴全合宜和兴全社会价值

三年持有也发布了参与非公开发行股

票定向增发的公告。 公告显示，兴全合

润、 兴全合宜和兴全社会价值三年持

有分别以5886.34万元、5676.12万元和

1051.13万元的成本参与了迪普科技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向增发， 占基金

净资产的0.21%、0.22%和0.20%。 由此

计算，截至9月27日，兴全合润、兴全合

宜和兴全社会价值三年持有规模分别

约为280亿元、258亿元和53亿元，相较

于二季度末的320.54亿元、360.22亿元

和58.43亿元的规模，分别缩减了约40

亿元、102亿元和5亿元，结合7月1日至

9月 27日期间-10.36% 、-11.86%和

-11.90%的单位净值增长率来看，谢

治宇管理的三只基金合计仍有不少资

金流出。

新能源主题基金获净申购

值得注意的是， 近一段时间，A股

市场波动明显， 前期表现突出的新能

源、半导体等热门板块出现回调，而此

前表现低迷的金融、地产、医药等板块

却迎来强势反弹。 不过，从参与了定向

增发的新能源主题基金来看，仍获得不

少资金流入。

例如，景顺长城基金旗下由杨锐文

管理的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以6626.35

万元的成本参与了士兰微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定增，定增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0.74%，由此计算，10月8日景顺长城

新能源产业最新规模约90亿元， 相较

于二季度末的75.16亿元， 规模增长近

15亿元， 剔除此期间该基金净值增长

10.34%带来的规模扩容后， 仍有资金

净申购。

与此同时， 天天基金网数据显示，

在基金月度销量榜单中，农银新能源主

题、华夏能源革新股票A、前海开源公

用事业股票、东方新能源汽车混合等新

能源主题基金位居前列。

展望新能源板块后市，嘉实基金姚

志鹏团队认为， 当下的新能源车行业，

与七八年前的光伏行业比较相似，渗透

率10%左右， 正处于即将爆发的阶段。

随着芯片问题逐步缓解，叠加行业进入

旺季，后续产销量有望看到更明确的爬

升趋势，有望带动产业链盈利的进一步

上行。 当前的渗透率处于行业起点阶

段， 无需担心优秀公司的成长空间，从

中线来看，行业仍在快速发展。

简称

7月以来复权单位

净值增长率（%）

单位净值

（元）

基金规模

（亿元）

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ETF 53.67 1.9495 1.86

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ETF联接A 40.16 1.7397 0.51

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ETF联接C 40.00 1.7327 0.72

国泰中证煤炭ETF 38.90 2.2693 9.34

中邮核心优势 38.73 3.2130 3.56

信达澳银周期动力 36.18 1.5862 3.66

国投瑞银产业趋势A 35.05 1.4587 20.29

国投瑞银产业趋势C 34.91 1.4568 1.80

信达澳银新能源精选 34.85 1.4533 5.49

国投瑞银进宝 34.60 4.3710 4.10

国泰中证煤炭ETF联接A 33.70 2.1685 0.76

国泰中证煤炭ETF联接C 33.59 2.1577 3.10

大成国企改革 32.22 3.3120 1.05

嘉实中证稀土产业ETF 31.16 1.3323 3.96

国投瑞银新能源A 30.88 3.2651 4.72

大成产业趋势A 30.85 1.3175 14.38

中融中证煤炭 30.83 1.5660 1.44

三季度以来净值增长率较高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