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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风向标

基金仓位与沪深300走势

各类型基金仓位及变化情况（简单平均）

各类型基金仓位及变化情况（加权平均）

数据来源/恒天财富

图表

沪指震荡回落 基金仓位下降

□

恒天财富 李洋 张鼎

上周沪指一度突破3300点大

关，创下熔断以来的新高，周中开

始有所回落，月线收阳，总体上延

续了6月以来的反弹。 行业板块方

面，煤炭、有色、钢铁三大资源类股

持续强势。 截至上周四，沪指上涨

0.61%， 周线图上， 沪深300上涨

0.16%，上证指数上涨0.61%，深证

成指下跌0.02%， 中小板指下跌

0.08%，创业板指下跌0.05%。 上证

A股滚动市盈率16.66倍，较前一周

的16.54倍有所上行； 市净率1.75

倍，较前一周的1.73倍有所上行。

以简单平均方法计算，上周全

部参与监测的股票型基金（不含完

全被动型指数基金，下同）和混合

型基金平均仓位为52.13%，相比前

一周下降0.43个百分点。 其中股票

型基金仓位为81.82%，下降0.28个

百分点，混合型基金仓位49.1%，下

降0.44个百分点。

从细分类型看，股票型基金中，

普通股票型基金仓位为81.74%，相

比前一周下降0.3个百分点； 增强指

数型基金仓位88.95%， 上升0.86个

百分点；混合型基金中，灵活配置型

基金仓位下降 0.4个百分点，至

40.87%； 平衡混合型基金下降1.42

个百分点，至58.21%；偏股混合型基

金仓位下降 0.52个百分点 ，至

75.4%， 偏债混合型基金仓位上升

0.05个百分点，至17.6%。

以净值规模加权平均的方法

计算，上周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

金平均估算仓位为66.18%，相比前

一周下降0.26个百分点。 其中股票

型基金仓位为80.97%，下降0.14个

百分点， 混合型基金仓位64.28%，

下降0.28个百分点。

综合简单平均仓位和加权平

均仓位来看，上周公募基金仓位相

比前一周有所下降，显示基金经理

有所减仓。 从监测的所有股票型和

混合型基金的仓位分布来看，上周

基 金 仓 位 在 九 成 以 上 的 占 比

10.7%， 仓位在七成到九成的占比

28.1%，五成到七成的占比18.3%，

仓位在五成以下的占比42.9%。 上

周加仓超过2个百分点的基金占比

12.6%，24.6%的基金加仓幅度在2

个百分点以内，42.6%的基金仓位

减仓幅度在2个百分点以内， 减仓

超过2个百分点的基金占比20.2%。

7月3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

全国制造业PMI为51.4%， 比上月

小幅回落0.3个百分点，与上半年均

值基本持平，且连续10个月保持在

51%以上，制造业总体走势平稳。 7

月PMI下滑主要受到一次性原因影

响， 一方面是因为7月中旬全国大

部分地区持续晴热高温、部分地区

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生产开工。

另一方面是因为6月经济活动数据

受工作日效应提振较为明显， 而7

月无此因素。 从分项数据来看，7月

总体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两项

指标分别比上月回落0.9和0.3个百

分点，但仍保持强劲水平。 分行业

来看，结构性高成长行业———制造

业升级和消费相关行业增速继续

加快，包括机械制造、IT设备制造，

以及医药制品等。 同时，国内大宗

商品冶炼及加工行业，尤其是钢铁

冶炼业生产指数攀升至高点。 虽然

PMI数据显示制造业整体处于高景

气区间，但不同企业之间的处境却

呈现不断分化之势，中小企业表现

弱于大企业。 7月大型企业PMI上

升0.2个百分点至52.9%， 而小型及

中型企业PMI分别从上月的50.1%

和50.5%回落至48.9%和49.6%。 另

外，制造业内需增速从高位有所放

缓，7月新订单指数从上月的53.1%

小幅下降至52.8%。

医药生物和银行连续五年跻

身于公募重仓的前五大行业之

列， 食品饮料三年内首次跻身前

五大行业之列。 二季度公募基金

对非银金融、家用电器、电子和食

品饮料等行业呈现超配， 大消费

抱团行情更加显著。 建议积极地

投资者可适当关注行业轮动、主

题轮换基金， 把握当前市场环境

下的结构性机会。 对于稳健型投

资者，仍建议做好大类资产配置，

适当关注高久期策略的债券型基

金、 波动率较低的稳健权益类基

金或打新基金等。

机构调研关注“涨价潮”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根据数据统计，截至8月5日披露的信息显示，

上周（7月31日至8月4日，下同）两市共有25家上

市公司接受调研。 按照行业来看，工业机械、基础

化工、纸包装等行业受到机构关注。 机构调研的对

象中，年中涨价因素成为机构关注的对象，包括原

材料企业在涨价中的获益情况以及下游企业面临

的涨价压力等。

机构调研25家上市公司

Wind数据显示， 截至8月5日披露的信息，上

周两市共有今天国际、帝王洁具、佐力药业、闰土

股份、裕同科技、汤臣倍健、韶钢松山、雅本化学等

25家上市公司接受机构调研， 这一数据与此前一

周相比降幅明显。

从行业上看，上周机构调研的对象中，工业

机械、基础化工、纸包装等行业受到机构关注。 但

是，对比此前资料发现，整体而言，机构调研的行

业有所变化，特别是此前密集关注的行业淡出机

构调研视野，这反映出年中之际，机构注意力的

变化情况。

在上周机构调研的上市公司中，微光股份、兆

驰股份、中航机电等公司多次接受机构调研。 以微

光股份为例，公司分别于8月1日和8月4日，接受两

批次机构调研，涉及的机构包括国元证券、珠海永

乐盛昌资产管理公司、中信证券、财通证券、浙银

资本、银万资本、恒天财富等。 机构调研关注的问

题囊括公司未来三年规划目标、公司外延的方向、

对三季度业绩的预测等。兆驰股份在8月2日、8月3

日接受了国泰君安、东北证券、益菁汇资管、东吴

人寿、中国银行、五聚资产、光大证券、兴业证券、

兴业基金、华泰证券、华泰资管、嘉合基金、奕慧投

资、国联安基金等36家机构的联合调研，涉及的调

研内容包括2017年上半年经营情况、 风行电视今

年销售目标及互联网生态平台利润贡献时间、

LED业务向上游发展的目的与预期等。

上周参与上市公司调研的机构中， 安信证

券、天风证券、中信证券、方正证券、浙商证券、信

达证券等券商密集出击调研，重点关注的个股有

闰土股份、江丰电子、康泰生物、裕通电子等。 公

募基金机构方面，博时基金、泓德基金、万家基

金、泰信基金、华宝兴业基金、长城基金等调研相

关上市公司， 其重点关注的个股有国恩股份、康

泰生物、江丰电子、闰土股份等。 私募机构方面，

新活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青岛伟晟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泾溪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等出击调研上市公

司，关注的个股有闰土股份、江丰电子、康泰生物

等。 保险及保险资管方面，平安养老保险调研了

闰土股份等。

涨价因素备受机构关注

近期，部分行业的“涨价潮” 来临，机构对“涨

价潮” 给上市公司带来的利好与压力都表示了密

切的关注。 在对闰土股份、裕同科技、微光股份等

公司的调研中，机构对涨价因素格外关注。

财汇大数据终端资料显示，浙商证券、方正证

券、东北证券、兴业证券资管、协信控股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星石投资、深圳前海皇庭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万家基金、杭州中财生生资本有限公司、平

安养老保险、华宝兴业基金、新活力资本、泰信基

金等19家机构在8月2日调研了闰土股份。 机构重

点关注了公司面临的涨价情况， 提出的问题包括

公司目前染料产品价格和价格趋势、 目前染料中

间体价格、环保日益收紧对公司的影响等。 机构在

8月4日对微光股份的调研中， 明确关注原材料价

格上涨对公司盈利的影响， 公司则表示今年上半

年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公司毛利率有所下降，公

司已经及时调整了销售策略。 在投资者开放日，裕

同科技接受机构调研， 纸张价格上涨对公司的影

响及公司对策也成为机构关注的重点。

联讯证券分析师殷越认为，在宏观经济数据

好于预期的基调下，上游大宗商品今年保持在相

对高位运行，有效支撑企业业绩，近期市场对产

品涨价逻辑的挖掘， 则更是指向业绩改善的预

期。当然，也有公募机构人士则认为，近期涨价潮

带动下的部分企业业绩表现是否能说明经济新

态势的到来， 仍有待观察，“如果原材料涨价最

终能传导到消费端， 进而带动消费端发生变化，

那就意味着经济新的动力的产生，如若原材料涨

价只是挤压中游企业利润，那么事情可能将会比

较复杂。 ”

结构分化延续

基金布局成长股确定性机会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从近期的行情走势看， 周期

股、金融股和创业板均有所表现。

对于后市行情，基金经理认为，周

期、 金融和创业板行情的交替演

绎，可能引发行情的进一步分化，

部分周期乃至消费白马的估值风

险也在上升， 未来市场或仍以结

构性机会为主导。

市场热点有望分化

“市场其实在去年年初见底

之后，就产生较大分化，首先是业

绩好、估值低的股票创出新高，其

次转移到估值略高、 但成长性较

好的细分龙头， 近期市场的赚钱

效应明显增加。 ” 前海开源基金

执行总经理杨德龙表示， 现在的

市场热点可能有一些混乱， 投资

者一定要保持平和的心态， 以不

变应万变。下半年，消费股和周期

股可能会形成轮动，不再是“一

枝独秀” 。

杨德龙认为，今年以来，水泥

板块终端销售价格大涨， 很多优

质水泥股涨幅很大， 而重卡月销

售创新高， 挖掘机等工程机械销

量持续增长， 这些都表明今年基

建投资有所增多。 投资者操作上

应采取中线持股的策略， 选择一

些盈利正在改善的周期股， 还有

一些可以长期持有的消费股。

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

析师魏凤春表示，前段时间创业

板反弹略显仓促，板块人气既没

有全面扩散，短期也没有表现出

持续性。 另一方面，由白酒引领

的“白马” 行情继续发挥余热，

挤兑了价值重估行情的资金，对

周期与金融地产齐头并进的格

局有所影响。 展望后市，创业板

的反弹或引发行情的进一步分

化，部分周期乃至消费白马的估

值风险也在上升，市场机会可能

仍在结构。 总体而言，建议配置

偏向防守，以货币、中短久期债

券的高比例配置获取稳健收益，

以估值匹配成长的个股配置获

取阶段性增厚收益。

高成长新兴行业现布局良机

今年以来市场以区间震荡为

主，二季度以来的“漂亮50” 行情

体现出市场对确定性的追求，但

目前来看预期可能已经较为饱

满。博时基金基金经理蔡滨认为，

短期来看， 在市场没有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前提下， 市场整体下行

空间不大，以结构性行情为主。中

长期来看，市场处于底部区域，目

前正是精选布局的良机。 机会将

更多出现在估值合理、 成长性较

高的战略新兴行业， 主要包含的

行业有机械(高端装备制造业、智

能化设备、环保设备等)、国防军

工、汽车、电气设备、电子、计算机

设备、通信、医药生物等。

广发基金资产配置部研究员

曹世宇认为， 在业绩和估值的双

重压力下创业板短期难以出现趋

势性的机会。不过，在当前市场强

调业绩确定性和估值水平相匹配

的投资导向下， 不排除有部分创

业板个股的结构性机会可能会有

所显现。

也有基金业内人士表示，在

严监管和脱虚向实导向下，市场

对于业绩和成长确定性不大的

小市值品种很难像2014年、2015

年一样给予那么高的溢价。 相

反，整个市场对于不确定性的厌

恶会使资金集中向基本面确定

和可预期性强的品种聚集。 上半

年家电和白酒的强势是一个重

要信号，在大市值白马估值上拓

空间有限的背景下，不排除下半

年市场会选择创业板中盈利模

式和成长性较为明确的品种去

抱团。 如手游电竞产业链、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等都可以作为布

局对象。

分类 上周 前一周 变动

股票型 81.82% 82.10% -0.28%

普通股票型基金 81.74% 82.04% -0.30%

增强指数型基金 88.95% 88.08% 0.86%

混合型 49.10% 49.54% -0.44%

灵活配置型基金 40.87% 41.27% -0.40%

偏股混合型基金 75.40% 75.92% -0.52%

偏债混合型基金 17.60% 17.55% 0.05%

平衡混合型基金 58.21% 59.64% -1.42%

总计 52.13% 52.55% -0.43%

分类 上周 前一周 变动

股票型 80.97% 81.11% -0.14%

普通股票型基金 80.91% 81.06% -0.15%

增强指数型基金 88.62% 87.71% 0.91%

混合型 64.28% 64.56% -0.28%

灵活配置型基金 56.81% 57.00% -0.20%

偏股混合型基金 76.88% 77.31% -0.43%

偏债混合型基金 19.39% 19.54% -0.15%

平衡混合型基金 65.70% 65.20% 0.49%

总计 66.18% 66.44% -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