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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旗下9只基金

今年以来回报逾两成

Wind统计显示，截至9月5日，今年以来，广发

基金旗下共有36只基金的净值增长率超10%，有

11只基金的净值增长率超过20%， 其中主动权益

类产品超20%的有9只，显示出其优秀的主动权益

投资能力。

分类型来看，广发基金在主动与被动、国内与

海外市场的基金全面开花。 其中，A股被动指数型

基金中今年以来回报最高的是广发中证全指金融

地产ETF，截至9月5日的增长率为21.47%。 跟踪海

外市场的QDII指数基金中， 广发纳斯达克生物科

技人民币、广发纳斯达克100人民币，截至9月5日

的今年以来的增长率分别达20.31%、16.78%。主动

权益类的港股基金业绩表现最为亮眼，由李耀柱管

理的广发沪港深新起点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为

31.24%。 余昊管理的广发沪港深新起点和广发全

球精选人民币，这两只基金今年以来的净值增长率

分别为23.09%和24.7%。 值得一提的是，广发全球

精选人民币的累计净值超过2元，成立以来累计收

益率达108.62%，可见其增长能力稳定且持续。

在A股市场，截至9月5日，由刘格松管理的广

发创新升级以27.79%的年内收益率在1359只灵活

配置型基金中排前2%， 其管理的广发小盘成长今

年以来的收益率也达到25.89%。 （常仙鹤）

四只分级B接近上折

分级基金转型缩水如影随形

□

本报记者 姜沁诗

从5月1日分级基金新规正式实施至今，

已满四个月， 而分级基金的规模正逐月递

减。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受到基金到期日

和规模萎缩的影响，对基金规模偏小的分级

基金而言，在清盘和转型两种去处中，转型

占据了大多数。 当前，分级债基成为转型基

金中的主流品种。 不过，由于近期周期股和

新能源股行情的带动，分级基金迎来一波上

折潮，业绩仍可期。

分级基金不断缩水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8月31日，131只

权益类分级基金之A、B份额合计为780.66

亿份， 比7月底的840.86亿份减少60亿份，8

月减少比例为7%，而除了个别基金外，绝大

多数分级基金子份额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缩水。

规模不断缩水的同时，还有多只分级基

金即将到期，需要面临抉择；清盘或是转型，

是仅有的两种选择。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今年以来，仅有

一只分级基金在6月选择清盘。 而根据证监

会最新公示的公募基金变更注册申请进度

显示，截至8月25日，今年已经申报转型的12

只分级基金中，有8只为分级债基。

华富恒富分级债基公告称,为维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 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拟将华富恒富分级基金转型为华富恒富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基金转型后,新

基金将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即以封闭期和

开放期相结合方式运作，新基金以18个月为

一个封闭期，封闭期结束后将设开放期。

从申报转型的分级基金的方向来看，分

级基金拟转型为指数型基金的有四只，转型

为灵活配置型基金的有三只，转型为债券型

基金的有五只。 如“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

企债指数分级基金” 变更为“德邦德信中证

中高收益企业债指数基金（LOF）” 、“华富

恒富分级债券型” 变更为“华富恒富18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 、而“中海惠丰纯债分级

债券型” 变更为“中海沪港深成长优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 。

四只分级B逼近上折

虽然分级基金的市场在缩水，但当阶段

性行情来临时，分级基金的表现仍然十分亮

眼。 受益于基本面、技术面、消息面共振，周

期股、新能源板块在近期表现亮眼，相关分

级B也涨幅较大。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8日，中证新能

源指数涨幅领先， 显著跑赢上证50、 沪深

300等宽基指数。记者注意到，跟随该指数的

基金鹏华中证新能源指数基金最近三个月

累计涨幅42.42%，凸显分级B份额在阶段性

局部行情来临时的优势。 除此之外，包括有

色800B、白酒B、煤炭B级等19只分级B今年

以来的回报都超过了40%， 其中有色800B

今年以来回报为 83.23% 、 白酒 B则为

75.63%、煤炭B级为63.69%。

与此同时，据集思录数据，上周的5个交

易日中，有多只分级B即将触发上折，上周一

有9只，而到了周五，仍有4只分级B母基金

的净值涨幅仅需10%以内便能触发上折。 分

别为国金50B， 上折需母基金净值涨幅为

6.31%，有色800B，需6.99%、煤炭B基，需

7.84%、煤炭B，需7.99%。

分析人士称，在跟踪的指数出现上涨行

情时， 相关分级B的净值和价格涨幅会显著

超过指数。 而上折之后，分级基金的杠杆可

恢复原有的水平， 而对于原本持有分级B的

投资者来说， 上折之后将获得分级B和母基

金。

从后市行情来看，鹏华中证新能源指数

基金经理张羽翔表示，从新能源风电、光伏、

核电和新能源产业链等细分领域的基本面

来看，未来继续看好新能源产业的持续高速

发展。

而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魏凤

春认为， 近期周期行情在调整之后再次启

动，一方面是中报盈利的刺激，另一方面是

市场对周期盈利的可持续性预期有所调整。

在国内将供给侧改革与周期行业去杠杆的

目标相挂钩的情况下，周期的盈利就成为重

要的目标之一，这也将使得周期或在几年之

内，并不具备周期的传统特点，而将成为一

种稳态， 由此将提升周期的中期配置价值。

成长板块主要是人气驱动，估值上移之后接

力或成为问题。短期展望，考虑市场预期，指

数下跌的空间或有限，向上冲的动能较前期

也有所不足， 结构上金融周期相对较好，辅

之以部分业绩与估值匹配的成长个股。

泰达宏利投资总监王彦杰：

让FOF解决基金投资痛点

□

本报记者 叶斯琦

上周五， 业内翘盼已久的公募FOF获

批，泰达宏利基金拔得头筹，申报的泰达宏

利全能优选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成为

首批获批的FOF产品之一。泰达宏利副总经

理兼投资总监王彦杰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FOF的问世标志着基金投资

2.0时代的开启。 泰达宏利打造的这款FOF

产品将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的投资管理，帮助

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从海量的基金中优中

选优，让基金投资不再是难题。

均衡风险 降低波动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调研结果

显示，自投资基金以来，有盈利的投资者占

比仅为33%。 但另一方面，多数基金是赚钱

的。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5日，有90%以

上的偏股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的净值

在1元以上， 即无论在历史上任何时期发行

的这两类基金，如果投资人从产品发行持有

到现在，90%都是赚钱的。

为什么基金在赚钱， 投资者却在亏钱

呢？ 王彦杰认为，长期投资基金一般可以获

得较好的收益，但问题在于基金的波动率太

高，导致基民难以长期持有。对比沪深300指

数和混合型基金份额的走势可以发现，在

2007-2008年那轮牛熊转换中，许多投资者

高位追涨被套，而在2014-2015年那轮牛熊

转换中，投资者追涨杀跌，且滞后于市场的

表现。 FOF通过专业化资产配置、分散投资

等方式，可以降低投资组合的波动率，解决

基民难以长期持有的问题。

在王彦杰看来，资产配置是FOF收益的

主要来源，也是FOF要帮助投资者解决的首

要问题。风险平价策略是海外常用的资产配

置策略，著名的Bridgewater全天候基金就

是运用风险平价策略的成功典范，该策略的

重点在于在不同大类资产上配置相同风险

权重的资产，使其对组合产生相等的收益风

险贡献，简而言之就是均衡风险，低配高风

险资产，超配低风险资产，降低组合波动率。

泰达宏利全能优选FOF在风险平价策略的

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改进， 引入了宏观经

济、金融市场、市场情绪、海外市场等多项宏

观指标进行量化增强，优化各类资产的配置

比例，以达到控制波动率的同时增强投资组

合超额收益的目的。

量化择基

截至今年6月底， 市场上的基金数量已

突破4000只，未来还会越来越多。 FOF的另

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解决“选择恐惧症” 。

王彦杰表示，近年来泰达宏利逐步形成

了以多因子选股模型为核心的超额收益能

力和以基本面风险模型、统计风险模型为核

心的风险控制能力。 因此，在FOF产品的基

金筛选策略上也引入了量化的方式。

王彦杰认为， 泰达宏利全能优选FOF

在基金筛选时设置了详细的评价性指标和

排斥性指标，评价性指标包括投资类指标、

规模类指标、动量类指标等，而排斥性指标

则包含基金经理不稳定、风格漂移、规模过

小等。 以基金经理不稳定为例，之所以列为

排斥性指标， 是因为无法确定在变更基金

经理以后，基金的风格是否会发生变化，即

使基金经理的过往业绩不错， 但也无法确

定在更换基金、甚至更换投研平台以后，该

基金经理是否还能保持原有的风格， 需要

观测一段时间。 在王彦杰看来，数据最具有

说服力，也包含着巨大的信息量，量化投资

摒弃了主观因素， 可以客观地分析出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 帮助FOF基金经理精挑

细选。

而让王彦杰最为信任的是量化模型对

基金风格的刻画，既能通过对基金持仓的分

析，描绘出基金在各个风险因子上的暴露程

度，从而刻画出基金的风险特征，又能通过

对收益的分析， 剥离出基金的收益来源，区

分出基金的业绩是来自于市场的上涨还是

风格的契合， 还是基金经理的超额收益能

力。 他说：“超额收益能力是最为重要的，其

次是风格的契合，但前提条件是基金的风格

稳定。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金融股估值处合理区间

□

本报记者 黄淑慧

近期大金融板块涨势喜人， 对于后市，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认为，保险、银行、券商股

的估值均处在合理区间，并未被高估。 上半

年保险、银行虽有一定涨幅，但二者的估值

多处于合理区间，并没有被高估。 而券商股

无论是估值还是股价，目前大都处于底部区

域，估值向下的风险小、向上的空间大。房地

产业的估值较低，下行风险或有限，行业基

本面也向好，目前可能是较好的左侧配置机

会。 总体看，金融及地产行业的风险收益比

较高，也符合从去年开始大盘蓝筹估值修复

的主旋律。

财汇金融大数据终端显示， 受益于近期

金融板块行情，截至9月4日，重点布局金融板

块的国富金融地产混合A/C类份额业绩领

跑，今年以来涨幅达13.54%、13.49%，排名同

类基金前1/5分位左右。 该基金专注于挖掘金

融地产行业内具有核心竞争优势和持续成长

潜力的优质上市公司， 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

资产的0%-95%，投资于金融、房地产行业内

的证券和与互联网金融主题相关的证券资产

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

易方达4只债基排同类第一

经历上半年的大幅调整后，随着资金面稳定、

债市风险逐步释放、各种负面因素逐渐淡化，政策

面预期稳定，不少债券出现了明显的投资机会，下

半年债市或迎“小金秋” 行情。银河证券基金研究

中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易方达旗下有4只债券

型基金在同类产品中排名第一，独占鳌头。

受益于债券市场的良好表现， 易方达基金旗

下的债券型基金整体业绩优秀。 银河证券基金研

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易方达旗下有10

只债券基金排入同类可比产品前5名， 其中有4只

产品以突出的业绩表现在同类基金中位列榜首。

其中，表现最亮眼的是易方达安心回报。今年

前8个月，易方达安心回报A以12.09%的净值增长

率在181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一，易方达安心回报

B也以11.79%的增长率在126只可比基金中位列

第一，均远超同类约2%的平均水平。 易方达安心

回报A和B自成立以来已分别增长 174.20% 、

168.62%，年化收益率均超17%，显示出不俗的长

期获利能力。

表现同样优秀的还有易方达增强回报B和易

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C，双双在同类产品中名

列第一。 此外，易方达增强回报A、易方达中债新

综合债券指数A、易方达双债增强A和C、易方达

聚盈债券分级A、易方达月月利理财B等多只债券

基金也都排入可比基金前5名，彰显易方达基金固

收团队强大的投研实力。 （常仙鹤）

万家基金苏谋东：

债市投资性价比提升

尽管债市仍在反复震荡， 但在部分机构的眼

里，其投资吸引力正在逐步提升。万家基金固定收

益部副总监苏谋东就向记者表示， 无论是从绝对

估值，还是从相对估值的角度来分析，当前的债券

市场都具有较好的性价比， 虽然短期依然存在震

荡的可能，但中长期配置价值已经凸显。苏谋东认

为，从配置的角度考虑，要选择安全边际较高的债

券，中高等级的债券会成为机构配置的主要标的。

苏谋东认为， 虽然市场普遍看重的是债券的

中长期配置价值，但站在目前时点，不少短端品种

的收益率具有相当高的吸引力， 如一年期存单的

收益率在4.8%至5%， 短期融资券也在4.5%至5%

的水平，如果市场意识到了其中蕴藏的投资机会，

有可能在明年就很难看到收益率水平如此高的短

端品种。因此，目前其实是发行新债基并建仓的好

时机。

万家基金近期发行了万家家瑞债券基金，苏

谋东便是该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之一。 苏谋东表

示，该新基金建仓过程中，会首先精选中高等级债

券来构建安全垫，重点布局中短期限的信用债、存

单等品种， 以享受季末或年末这类短端资产收益

率飙升的投资机会。 （李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