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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07.SZ 招商沪深300地产B 7.79% 150156.SZ 中银互利分级B 0.49% 150221.SZ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A 6.035% 150336.SZ 融通中证军工B 8.89% 150336.SZ 融通中证军工B 3.67

150198.SZ 国泰国证食品饮料B 5.39% 150021.SZ 富国汇利回报分级B 0.48% 150331.SZ 建信中证互联网金融A 5.927% 150214.SZ 国投瑞银瑞泽中证创业成长B 14.38% 150222.SZ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B 3.42

502021.SH 国金上证50B 5.07% 150154.SZ 中海惠丰纯债分级B 0.32% 150321.SZ 富国中证煤炭A 5.752% 150332.SZ 建信中证互联网金融B 15.36% 150214.SZ 国投瑞银瑞泽中证创业成长B 3.29

150090.SZ 万家中证创业成长B 5.02% 150067.SZ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B 0.00% 150335.SZ 融通中证军工A 5.578% 150146.SZ 招商沪深300高贝塔B 16.47% 150332.SZ 建信中证互联网金融B 3.26

150269.SZ 招商中证白酒B 4.91% 150040.SZ 中欧鼎利分级B 0.00% 150223.SZ 富国证券分级A 5.571% 150264.SZ 华宝兴业中证1000B 16.53% 150324.SZ 工银瑞信环保产业B 3.09

150229.SZ 鹏华中证酒B 3.38% 150165.SZ 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B -0.85% 150263.SZ 华宝兴业中证1000A 5.563% 150201.SZ 招商中证证券公司B 16.56% 150131.SZ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B 3.05

150291.SZ 中融中证银行B 3.33% 150033.SZ 嘉实多利分级B -1.17% 150317.SZ 交银互联网金融A 5.544% 150324.SZ 工银瑞信环保产业B 16.77% 150298.SZ 南方中证互联网B 3.00

502057.SH 广发中证医疗B 2.88% 150144.SZ 银华中证转债B -1.52% 502057.SH 广发中证医疗A 5.540% 150278.SZ 鹏华中证高铁产业B 18.21% 150264.SZ 华宝兴业中证1000B 2.99

150267.SZ 博时中证银行B 2.65% 150189.SZ 招商可转债B -5.92% 150293.SZ 南方中证高铁产业A 5.536% 150095.SZ 泰信基本面400B 18.30% 150023.SZ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B 2.98

150263.SZ 华宝兴业中证1000B 2.57% 150325.SZ 工银瑞信高铁产业A 5.530% 150222.SZ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B 18.43% 150146.SZ 招商沪深300高贝塔B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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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基金看台

■

杠基盘点

多只分级基金临近上折

股票LOF折价持续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李颖

受基础市场调整影响， 上周的国内权益

ETF和LOF交易量下降， 海外ETF活跃度上

升，分级基金A份额隐含收益率创年内新高。

中证白酒等多只分级基金临近上折

受基础市场板块分化影响，分级基金业绩

涨跌分化，多只交易不活跃基金呈较高整体溢

价率。 截至上周五，全市场股票型分级母基金

小幅下跌0.2%，平均折价0.33%。 消费、电子、

信息安全等相关主题基金涨幅超过1%， 而钢

铁、煤炭、有色金属、高铁等板块基金表现较

差，跌幅超过1%。 截至上周五，有3只基金的整

体溢价率超过4%，以及7只基金的折价率超过

2%，但其分级A的成交量都较小。

分级B场内份额和成交仍延续下滑之势，

在经历一段温和上涨行情后，白酒等多只基金

临近上折。分级B场内总份额仍延续下滑趋势，

上周减少3.5亿份， 上周五整体折价0.81%，较

前周折价率继续缩小，整体仍处于折价较低的

水平，显示投资者对杠杆份额的风险厌恶情绪

偏缓和。 上周分级B日均成交额为8.6亿元，比

前周减少10%。 截至上周五，距离下折触发较

近的有融通中证军工B， 距离下折需母基金下

跌8.89%， 目前其A、B子份额折溢价率均在

2.5%内，下折时的资产折算风险较低。

而招商中证白酒B接近上折， 距离上折

需母基金上涨2.11%，该基金目前分级B溢价

率为3.2%，分级A折价5.6%，上折后杠杆恢

复可能推升分级B溢价和扩大分级A的折价。

其他距离上折较近的基金有国金上证50和

信诚沪深300分级， 其距离上折需母基金涨

6.16%和9.97%。

分级A隐含收益率处于年内最高水平。上

周分级A日均交易量2.3亿元， 虽较前周增长

超过2成， 但5月后交易量不断下滑的大趋势

仍然延续，上周五平均溢价0.80%，处于年内

最低位置， 溢价率的降低导致分级A隐含收

益率不断升高， 平均隐含收益率为4.91%，处

于年内新高。 约定收益率为一年期定存利率

+3.0%、+3.5%、4.0%、+4.5%、+5.0%的分级

A的平均隐含收益率分别为4.59%、4.95%、

5.37%、5.41%和5.89%。

股票ETF份额保持不变

上周股票ETF总份额与前几周持平，为

732.6亿份。 上证50ETF上周份额增加最多，达

1.22亿份，日平均成交量为18.3亿元，比前周下

降3.12%。 五只创业板ETF最近三周总份额有

所下降，上周五为41亿份，成交量也有所下滑，

日均成交1.97亿元。 截至上周五，有18只ETF

的折溢价率超过2%，但成交量都很小。

货币ETF上周平均 7日年化收益率为

3.62%，较前周明显增加。上周收益最高的为平

安大华交易货币E和招商财富宝E， 年化收益

率都超过 4.5% 。 货币ETF场内份额下降

4.36%， 其中华宝兴业现金添益A和银华交易

货币A分别份额减少25亿份和24亿份。

海外ETF和黄金ETF上周份额保持不变，

但成交量分别比前周增加2成和3成，其中港股

ETF份额今年以来一直缓慢下降，7月底达到

低点，此后份额缓慢增加，显示机构投资者对

港股的投资热情有所恢复。

股票LOF整体仍折价交易

全市场权益 LOF上周净值整体下跌

0.06%，主动型股票业绩好于被动型，交易价格

整体下跌0.05%，市场整体折价率0.05%。 上周

权益LOF总份额与前周持平， 日均总成交额

0.59亿元，比前周增加22.8%，但去掉东证睿丰

的影响，交易量较前周略有下降。

东证睿丰的高溢价回落事件警醒投资者

需注意LOF高溢价时二级市场买入的风险。上

周东证睿丰（169101.SZ）封闭三年期满，周二

转为LOF开放申购，由于此前业绩较好、市场

知晓度高，吸引大量资金参与，基金公司被迫

暂停大额申购。 相应的，该基金在二级市场的

需求加大，基金价格一度上涨超过9%，溢价率

超过12%。由于LOF高溢价时，可采用T日申购

T+2日在二级市场卖出的套利方式， 此后2个

交易日该基金价格快速回落，上周四基金的溢

价率降至1.2%，上周五进一步降为1.12%的合

理水平。

债券LOF上周五场内份额为21.7亿份，份

额延续持续下降的趋势， 净值平均下跌

0.01%，比前周跌幅缩小。 交易量方面，债券

LOF日均成交量900万左右，与前周持平，近期

债券LOF交易量回升，已接近今年三四月份的

水平，随着交易量的回升，债券LOF折价率逐

渐变小，上周五为0.19%。上周商品LOF交前周

交易量增加近两成，日均成交1666万元，场内

份额变化不大，其中信诚商品LOF三个月来溢

价率一直超过2%，最高时溢价达8.9%，最近20

个交易日成交量多超过10万元，存在一定的小

额资金溢价套利机会。

分级A小幅下跌 趋势性机会未现

□兴业证券研究所 任瞳 周靖明

上周沪深指数涨跌互现。截至9月22日，上

证综指收于3352.53点，全周下跌0.03%；深证

成指收于11069.82点， 全周上涨0.06%； 沪深

300收于3837.73点，全周上涨0.17%；中小板

指收于7525.40点，全周上涨0.49%；创业板指

收于1866.42点，全周下跌0.49%。

截至9月22日， 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

约IF1710贴水8.33个基点， 中证500股指期货

IC1710贴水39.81个基点， 上证50股指期货

IH1710升水5.15个基点。 此外，两融余额规模

持续上升， 截至上周四两融余额高达9951.67

亿元左右。

地产B涨幅居前

从市场交易情况看，上周所有被动股票型

优先份额 （分级A） 一周成交额约为11.41亿

元，日均成交额约为2.28亿元，日均比上周增

加0.43亿左右。 上周分级A平均跌幅0.04%。

从上周五成交额排名前20只优先份额来

看，平均隐含收益率（采用下期约定收益率计

算）为5.03%，较前一周略有提升；平均溢价率

-2.76%，较前一周下降0.29%。

上周所有被动股票型进取份额(分级B)的

一周成交额约为42.94亿元， 日均成交额约为

8.59亿元，比前一周减少0.96亿左右。成交额前

20的分级B，平均溢价率为5.90%，较前一周上

升0.17%。

分级B普遍表现较好， 表现最好的地

产 B（150208）、 食 品 B（150199）、 国 金

50B （502022）， 涨 幅 分 别 为 7 .79% 、

5 .39%和5 .07%。 成交活跃的品种包括券

商 B（150201）、创业板 B（150153）和银

行B（150228）,分别下跌2.27%、下跌0.90%、

上涨1.83%。

招商中证证券公司分级场内份额流入最多

上周场内份额流入较多的分级基金为招

商中证证券公司、中融中证煤炭、国泰国证房

地产、中融国证钢铁、方正富邦中证保险，AB

份额总计流入 1 4984.96万份、4855.183万

份、4543.34万份、2799.689万份和490.5822

万份。

上周场内份额流出较多的分级基金为申

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 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

H股分级、国泰国证医药卫生、前海开源中航

军工，AB份额总计流出1.54亿份、1.52亿份、

1.02亿份、0.80亿份和0.76亿份。

目前，利率规则为+3%的品种隐含收益率

约4.75%， 利率规则为+3.5%的品种隐含收益

率约5.09%，利率规则为+4%的品种隐含收益

率约5.42%。

上周分级A小幅下跌， 分级A的隐含收益

率与上周略有提升，而分级场内份额仍在大幅

流出。 我们依旧维持之前的观点，即当前分级

A没有趋势性机会，而且随着场内分级流动性

逐渐恶化，建议对流动性要求较高的投资者建

议逐步兑现前期的收益。

当前，我们建议关注流动性好，预期收益

率相对较高的品种，如军工A（150186.SZ）、国

防A（150205.SZ）、证券A（150171.SZ）、金融

A（150157.SZ）和一带一A（150275.SZ）。

逢低适度加仓

风格杠铃配置

□海通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倪韵婷

上周A股市场延续震荡行情。 截至9月

22日， 上证综指收于3352.53点， 全周下跌

0.03%，深证成指收于11069.82点，全周上

涨0.10%。中证100指数、创业板指数分别上

涨0.73%、0.16%；中证500指数、中小板综

指分别下跌0.76%、0.04%。 行业方面，各行

业涨跌互现，其中通信、家电、食品饮料的涨

幅较大， 分别为3.04%、2.56%、2.36%；综

合、钢铁、建筑的跌幅较大，分别为3.08%、

2.55%、1.67%。

上周央行公开市场逆回购投放6600亿

元， 逆回购到期2100亿元， 合计净投放量为

4500亿元； 货币利率方面，R007均值上升

32bp至3.71%； 债券发行规模合计10683亿

元， 总偿还量合计8628亿元， 净融资额为

2054亿元。 上周，债券市场窄幅震荡。 临近季

末央行投放力度加大，资金面趋稳，收益率短

端的波幅有限。 而9月以来经济终端需求走

弱，债市基本面仍有支撑。而美国缩表后预期

兑现，债券收益率不升反降，预期对债券市场

的后续影响也将有限。我们判断，短期债市的

博弈性机会仍然存在。

A股已连续震荡调整两周， 上周各类事

件较为密集，美联储9月20日召开了最新的议

息会议， 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1%-1.25%不变， 同时宣布将于10月开始正

式启动缩表计划，决议虽然符合市场预期，但

仍引发资本市场关注； 证监会9月22日核发9

家IPO批文，筹资总金额不超过66亿元，相比

之前明显上升，市场或有所反应；此外，9月22

日晚至23日，重庆、南昌、南宁、贵阳、西安、长

沙、石家庄等地先后出台新的楼市调控政策，

抑制投机性购房； 虽然从事件冲击上看存在

一定压力，但在日历效应上，根据海通金工统

计，2005-2016年这12年间，上证综指、沪深

300、中证500、创业板指在国庆节前一周的

上涨概率分别为58%、58%、58%和43%，涨

幅中位数分别为0.94%、1.10%、0.60%和-0.

22%； 在国庆节后一周的上涨概率分别为

75%、75%、83%和86%， 涨幅中位数分别为

2.43%、2.30%、1.44%和2.06%。

根据海通金工模型显示， 从趋势模型上

看A股市场仍处于上涨趋势， 上证50ETF期

权成交量的买卖LL比率先降后升， 投资者对

上证50ETF短期走势相对乐观。

从分级基金整体折溢价来看， 活跃品种

中多数品种整体折价，且幅度高于前两周，显

示在国庆节前市场无心恋战，开始转为谨慎，

其中截至9月22日， 有色B整体折价超过

1.2%， 建议有仓的投资者选择折价套利增强

收益，而在临近下折算的品种上，截至9月22

日，目前仍有转债B级、可转债B和军工股B合

计3只分级基金对应母基金净值下跌不足

10%，即将触发下折算。

综合来看， 我们认为市场面临较多事件

冲击，短期可能存在一定压力，不过从历史统

计规律来看，国庆节后上涨概率较高，且从趋

势模型来看仍处于上涨趋势， 我们认为节前

交投往往清淡， 在压力下市场可能会迎来一

定调整，由于中线仍然看多，在调整时建议可

适度加仓。在基金配置上，建议投资者逢低加

仓，风格上采用成长、价值均衡配置的杠铃战

术，品种上仍建议关注ET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