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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扫描

高风险基金组合配置

中风险基金组合配置

一周ETF

A股ETF申赎趋稳

上周市场延续窄幅震荡， 上证指数微跌

0.06%， 场内ETF逾半数收红， 总成交1659亿

元。 A股ETF上周总体净赎回1.94亿份。 业内人

士表示，从上周ETF申赎趋稳可以看出，沪指在

突破3300点后持续窄幅震荡， 使得投资者的观

望气息愈发浓重。

上交所方面， 上证50ETF上周净申购2.97

亿份，规模升至128.46亿份，周成交38.16亿元；

华泰沪深300ETF上周净赎回0.84亿份，规模降

至45.63亿份，周成交15.10亿元；景顺视频上周

净赎回0.11亿份， 规模缩水逾三成。 深交所方

面，创业板ETF上周净赎回0.56亿份，期末份额

为34.63亿份，周成交额为13.48亿元；创业板E

上市首周净赎回0.24亿份。 （李菁菁）

ETF两融余额齐增

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9月7日，两市ETF总

融资余额升至602.72亿元，较前一周增长12.14

亿元，连续第二周增长逾10亿元；ETF总融券余

量较前一周增长0.05亿份，至2.95亿份。其中，H

股ETF、恒生ETF合计融资净买入近7亿元。

沪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23.64亿元，

周融券卖出量为1.30亿份， 融资余额为546.66

亿元，融券余量为2.75亿份。 其中，华泰柏瑞沪

深300ETF融资余额为170.62亿元，融券余量为

0.95亿份。深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6.82亿

元，融券卖出量为0.08亿份，融资余额为56.06

亿元， 融券余量为0.20亿份。 其中， 嘉实沪深

300ETF融资余额为16.79亿元， 融券余量为

0.07亿份。 （李菁菁）

一周开基

股基净值上升0.50%

上周五市场继续震荡整固， 上证综指收于

3365.24点， 周内微跌0.06%。 创业板低位反弹

15%后，短期也有震荡整理需求。 在此背景下，

股票型基金净值上周加权平均上涨0.50%。 开

放指数型基金净值周内加权平均下跌0.10%。

混合型基金净值上周平均上涨0.23%。 QDII基

金加权平均周净值下跌0.75%， 跟踪移动互联

网、原油、大宗商品等板块主题QDII周内领涨。

债券型基金周内净值加权平均上涨0.13%。 短

期理财债基收益优于货币基金，最近7日平均年

化收益分别为4.22%、4.07%。

股票型基金方面， 中融竞争优势以周净值

涨幅4.59%居首。 开放指数型基金方面，富国中

证新能源汽车表现最佳， 周内净值上涨4.25%。

混合型基金方面， 财通福盛定增周内以净值上

涨5.29%，表现最佳。债券型基金方面，德邦纯债

C周内净值上涨2.99%，位居第一。QDII基金中，

华夏移动互联网美元现汇周内博取第一位，产

品净值上涨3.75%。 （恒天财富）

一周封基

新能源指数分级涨幅居前

分级股基方面， 母基金净值整体平均下跌

0.32%，分级母基金跟踪新能源、地产、生物医药

等板块指基表现居前， 周内净值涨幅前十位中

有4只跟踪新能源板块指基，涨幅均在3.16%以

上。 鹏华中证800地产以涨幅4.14%居地产板块

之首，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以净值上涨3.72%位居

生物医药板块第一位。纳入统计的134只分级母

基金中有84只产品净值上涨，占比超过六成。

再从债基表现来看，非分级封闭式或定期

开放式债券型基金净值平均上涨0.14%，二级

市场价格表现不如净值表现， 平均上涨

0.06%。 债券分级基金母基金加权平均净值周

内上涨0.12%， 激进份额净值加权平均上涨

0.11%。 分级母基金中， 银华中证转债分级母

基金周内以净值涨幅0.42%居首， 中海惠丰纯

债分级母基金周内以净值跌幅0.21%表现垫

底。 （恒天财富）

因时制宜投资量化基金

□金牛理财网 宫曼琳

去年量化基金大放异彩， 由于其优异的

表现进入大众视线：44只量化基金相继成立

（同基金不同份额合并计算），规模较2013年

翻了两番，突破1000亿元，其中主动型量化基

金全年平均回报超越同类平均6.25%，超越同

期沪深300指数8.48%。由于其优异的表现，量

化基金在今年也被广大基民给予很高的期

望， 但是不得不说量化基金在上半年的表现

着实差强人意， 统计2017年前成立的全部主

动型量化基金的业绩可以看到，年初以来至6

月1日， 其平均回报为-5.94%， 而同期沪深

300则上涨了5.67%。

那么去年表现抢眼的量化基金缘何在上

半年惨遭滑铁卢呢？ 这还要从量化基金本身

的特点说起。 从去年开始我们持续跟踪量化

基金，相信读过笔者文章的投资者还记得，文

中曾指出： 量化基金明显区别于其他基金的

特点决定量化基金并非普适投资产品， 而是

需要因时制宜的投资品种。 量化基金主要有

以下特点：持股仓位高；持股数量大且分散度

高，单只个股所占权重较小；波动率及Beta值

（相对于沪深300） 均显著高于同类平均水

平；重择股、轻择时，各行业持股占比变动相

对较小。 由于大量分散持股，重选股轻择时，

量化基金在主题轮动， 热点分散的震荡市及

牛市中表现更好， 该类基金在成长牛市表现

尤佳，不适合二八分化行情。

2016年市场大部分时期处于窄幅震荡行

情，且未出现明显二八分化，同时行情热点分

散、切换明显，量化基金因此发挥出色。 而今

年上半年，尤其是3月份以来，大盘蓝筹崛起，

热点过度集中于少量个股上，“漂亮50” 一枝

独秀， 投资者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上半年上证

50一路飙升，上涨近10个百分点，而中证500

一路下挫，下跌近8个百分点，大量分散持股

且持有较多中小盘个股的量化基金显然不适

应此类行情，上半年损失惨重。

而今年下半年以来，热点出现分化，除了

“漂亮50” 外，更多个股拥有了表现机会，中

小板也出现回暖，量化基金业绩出现反弹，近

三个月， 主动型量化基金平均上涨7.73%，超

越沪深300涨幅，同时我们看到表现较好的量

化基金如九泰久盛量化先锋、 华泰柏瑞量化

优选涨幅均逾 15% ， 分别达到 18.56% ，

15.67%。

当然除此之外， 量化基金的表现也和量

化投资策略的选取有一定关系， 如果读者还

有印象的话， 应该还记得笔者曾根据具体量

化投资策略的不同对主动型量化基金进行了

进一步细分，将其划分为多因子选股模型、事

件驱动模型、大数据策略、多策略、多量化模

型、其他量化模型共6个类型。 从业绩表现来

看， 今年表现最好的依然是多量化模型策略

量化基金， 该类量化基金今年以来平均回报

达到13.60%， 而仅采用多因子选股模型的量

化基金平均收益则仍然为负， 多量化模型顾

名思义指的是在不同分析层面使用多种量化

模型辅助分析，以景顺长城量化新动力为例，

该基金除使用多因子选股模型外， 亦使用风

险模型有效控制预期风险， 同时使用成本模

型，以达到保护投资业绩的目的。 该只基金今

年以来上涨27.60%，远超同类基金。 此外，过

去奏效的量化模型不一定一直适用， 也需要

不断的优化完善， 推测部分量化基金业绩的

回暖也得益于模型的优化。

落实到具体投资上，建议对于量化基金

的投资应当因时制宜， 对市场进行预判，选

择较为适宜的投资时机，即热点分散，主题

轮动，大小盘均有机会的震荡市及牛市。 当

然行情预判知易行难，加之量化基金本身就

属于高风险的投资品种， 单独持有风险过

高，所以建议在量化基金的投资方面尽量采

取组合投资的形式，充分分散风险，举例来

说，比如近期地缘风险上升，投资者就可以

将黄金基金纳入投资组合中以分散风险。在

个基选择方面， 可以从风险水平、 业绩表

现、稳定性、基金公司实力等多方面综合评

估，可重点关注采取多量化模型策略的量化

基金。

价值主线延续 搭配港股增强收益

□国金证券 王聃聃 马赛楠 杨舒

今年以来A股持续分化行情，价值蓝筹风

格演绎极致，目前仍是维持强势的主导力量。

在以业绩为核心、 寻找估值与业绩匹配度为

主导的市场中，继续侧重价值蓝筹风格基金，

适当参与周期风格基金的投资机会。 此外，市

场风格切换暂未开启，但其中估值回落、质地

较优的成长股逐步具备投资机会， 可适当关

注选股能力突出的成长风格基金。

大类资产配置

A股市场可以比较积极的心态参与投资，

在基金选择上侧重价值蓝筹风格基金， 关注

注重动态调整组合性价比的产品或基金经

理，同时适当参与周期风格基金的投资机会；

9月港股有望迎来半年报行情，进一步推动股

指走上新台阶，同时港股目前估值优势仍在，

又受益于外围全球经济复苏和内地资金的注

入，具备上升动能；诸多隐患恐引发美股波动

加剧，9月应适度降低美股持仓比重， 静待局

势明朗；短期内影响债市的基本面、资金面和

监管政策因素均未出现显著变化， 债券市场

方向性不强，债券型基金获利空间缩窄；就商

品类资产来看，9月金价涨势仍有可能较为强

劲，因多重隐患风险使其上行动能充沛，但不

建议仓位过重。

具体配置建议如下： 积极型投资者可配

置20%的主动股票型基金、20%的积极配置

混合型基金、40%的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和

20%的保守配置混合型基金； 稳健型投资者

可配置30%的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30%的

保守配置混合型基金和40%的货币市场基

金； 保守型投资者可配置20%的保守配置混

合型基金、20%的债券型基金和60%的货币

市场基金或理财型债基。

权益类开放式基金：

动态调整组合性价比

A股市场风险偏好有所提升，在宏观经济

表现平稳、供给侧改革初见成效的背景下，蓝

筹股基本面有所改善并带动市场上行。 目前

来看， 经济或将稳中趋缓， 通胀保持温和稳

定，金融去杠杆仍在温和有序推进，短期资金

面虽然阶段性有所波动， 但在稳健中性的政

策基调下，资金面紧平衡、维持基本稳定的状

态延续。 我们认为投资者可以围绕价值蓝筹

的配置主线， 布局具有业绩和估值优势的确

定性品种，阶段性参与周期股的行情，同时成

长股经历了长期调整后， 其中一些估值合理

的优质股票也值得布局。

具体到基金产品的选择上， 投资者可延

续对价值蓝筹风格基金的关注， 但在今年以

来价值蓝筹已经涨幅较大、 估值回归合理定

价的背景下， 可重点关注注重动态调整组合

性价比的产品或基金经理， 并考虑基金规模

以及持股集中度等因素进行产品的筛选，尽

量选择投资相对分散、 具备规模灵活优势的

基金。 考虑经济预期尚不悲观、供给侧改革进

一步推进以及环保压力不减， 投资者可适当

参与周期风格基金的投资机会， 亦或是价值

蓝筹风格基金中能够适时出击、 对周期股行

情有不错把握的产品或基金经理。 此外，成长

股整体的风格切换仍缺乏条件， 但其中估值

回落、质地较优的成长股逐步具备投资机会，

可适当关注选股能力突出的成长风格基金。

固定收益类基金：

立足业绩谋求稳定收益

短期内影响债券市场的基本面、 资金面

和监管政策因素均未出现显著变化， 债券市

场方向性不强， 仍将继续处于震荡格局。 其

中，7月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回落， 经济存

在下行压力， 但拐点可能要到四季度才能显

现；9月资金面将受到季末因素、MPA考核及

委外到期等因素扰动，但预计在央行“削峰填

谷” 的货币政策维稳之下，资金面仍维持紧平

衡；金融监管升级及经济去杠杆将继续，但对

市场的扰动力度有望放缓。 由于债券市场短

期震荡、 收益率曲线平坦且短端资金利率高

企，债券投资的杠杆策略、久期策略及骑乘策

略等有效性均较弱，市场获利难度较大。

具体到基金产品的选择上， 尽管目前市

场环境下债券市场获利空间有限， 整体风格

趋于谨慎，但立足中长期来看，管理人自上而

下的趋势判断能力、 投资能力以及流动性管

理能力是债券型基金获得稳健回报的关键因

素，建议对历史业绩稳定、主动管理能力突出

的产品重点关注。 从产品风格来看，组合久期

相对稳定、 信用等级偏高或是倾向把握转债

投资机会的基金也可作为工具型产品， 匹配

当前投资目标或作为中长期投资工具的储备

持续关注。 尽管8月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率有所

下滑， 但当前收益率水平仍处在近两年较高

位置， 货币基金可作为现金管理工具或投资

组合低风险部分进行配置， 重点关注历史业

绩表现突出、稳定性较好且规模中上的产品，

为了更好地满足流动性需求， 可优先选择申

赎更为便利的互联网产品和场内货币基金。

QDII基金：

适度减少风险持仓

8月全球市场遭遇调整，美股、港股走势

分化。 美股震荡偏弱，而港股支撑上涨的基本

面和资金面因素并没有改变，8月指数收涨。

避险资产则因特朗普危险言论走高， 能源价

格未能延续7月的反弹。 国金证券数据统计，

172只QDII基金中月度涨幅大于1%的几乎全

数为投资新兴市场品种， 其中又以主动投资

港股的基金更为领先， 美股基金则受股指回

调影响普跌。

美股市场9月迎来“多事之秋” ，诸多隐

患恐引发股指波动加剧， 投资者可在维持美

股、港股、互联网主题等多领域、多元化投资

的基础上，适度降低美股品种持仓，规避短期

不确定性，捕捉结构性机会。 具体到基金产品

的选择上，港股有可能成为外资青睐的标的，

在增量资金的接力推动下开启四季度的冲高

机会， 稳健型投资者可选择被动追踪恒生指

数的港股基金， 积极型投资者则可考虑持有

灵活主动投资香港市场的品种。 此外，组合中

可适度加入黄金基金作为辅助， 以达到短期

对冲风险的目的，但不建议配置仓位过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