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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ETF

蓝筹ETF

净赎回规模居前

上周上证指数上涨2.56%，场内ETF逾九成

收红，总成交1766.25亿元。A股ETF上周总体赎

回8.37亿份，部分蓝筹ETF净赎回较大。 其中，

上证50ETF、上证180ETF、华泰沪深300ETF

合计净赎回逾7亿份。

上交所方面， 上证50ETF上周净赎回4.68

亿份，规模降至128.53亿份，周成交56.79亿元；

华泰沪深300ETF上周净赎回1.20亿份，规模降

至48.60亿份，周成交25.79亿元；上证180ETF

上周净赎回1.42亿份，规模降至56.63亿份，周成

交1.87亿元。 深交所方面，创业板ETF上周净赎

回0.80亿份，期末份额为29.59亿份，周成交额为

9.45亿元；恒生ETF上周净赎回0.16亿份，期末

份额为13.68亿份，周成交额为18.23亿元。 （李

菁菁）

H股ETF融资余额

持续增长

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1月4日，两市ETF总

融资余额较前一周增长4.20亿元， 至818.65亿

元。其中，H股ETF融资余额上周增长6.87亿元；

ETF总融券余量较前一周下降0.33亿份，至3.24

亿份。

沪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29.25亿元，

周融券卖出量为0.78亿份，融资余额为727.65亿

元，融券余量为3.13亿份。 其中，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融资余额为177.37亿元， 融券余量为

0.56亿份； 上证50ETF融资余额为84.27亿元，

融券余量为0.30亿份。

深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4.08亿元，

融券卖出量为0.04亿份， 融资余额为91.00亿

元， 融券余量为0.11亿份。 其中， 嘉实沪深

300ETF融资余额为15.23亿元， 融券余量为

0.04亿份。恒生ETF融资余额为67.18亿元，较前

一周增长0.41亿元。 （李菁菁）

一周基金业绩

沪指新年开门红

股基净值上涨2.36%

新年第一周沪指高开高走，周期股领涨，权

重股和中小盘股均有所表现， 上证50指数延续

强势，冲击3400点，最终上证综指收于3391.75

点，周内涨幅2.56%，创出18个月以来最大单周

涨幅，也是2009年以来新年首周最大涨幅。在此

背景下， 股票型基金净值上周加权平均上涨

2.36%， 周内纳入统计的274只产品中有270只

产品净值上涨，出现普涨行情。指数型基金净值

周内加权平均上涨2.40%， 跟踪地产、 建筑材

料、 能源等板块指基领涨，604只产品中高达

601只产品净值上涨，涨势喜人。 混合型基金净

值上周平均上涨2.08%，2769只产品净值上涨，

占比远超九成。 QDII基金加权平均周净值上涨

2.71%，跟踪全球互联网、医疗、标普500指数等

板块主题QDII周内领涨， 纳入统计的202只产

品中169只产品净值上涨，占比超过八成。

上周节后资金面宽松， 央行逆回购连续停

做， 回购市场上从隔夜到跨春节的各期限资金

均有供给，利率整体走低，但对金融严监管的担

忧始终抑制债券市场情绪。受此影响，债券型基

金周内净值加权平均上周0.26%， 周内1684只

基金产品净值上涨，占比超过九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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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4.54%。

股票型基金方面，广发资源优选以周净值

涨幅7.27%居首。 指数型基金方面， 鹏华中证

800地产周内表现最佳，周内净值上涨8.46%。

混合型基金方面，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周内净

值上涨7.62%，表现最佳。 债券型基金方面，长

信可转债A周内以单位净值上涨5.84%， 位居

第一。 QDII基金中，嘉实全球互联网美元现汇

周内博取第一位，产品净值上涨5.29%。（恒天

财富）

积极布局 捕捉春季行情

□天相投顾 宋莹

上月A股市场再度呈现震荡

格局，元旦前成交量持续萎缩，节

后流动性充裕，成交量逐步回升。

截至1月4日的一个月内， 上证指

数上涨2.05% ， 深证成指上涨

2.98%，沪深300上涨3.27%，创业

板指下跌0.55%， 中小板指上涨

1.59%。

行业表现方面，46个天相二

级行业中有30个行业出现上涨，

仅有16个行业下跌，其中食品、石

化、医药的月内涨幅均超过10%，

分 别 达 到 14.06% 、12.48% 和

10.62%；证券、信托两大金融行

业的跌幅最大， 分别为5.5%和

3.9%， 软件及服务与计算机硬件

表现不佳 ， 跌幅达到 2.62%和

2.4%。

虽然去年12月我国制造业

PMI再度回落， 不过下一阶段经

济发展的目标将由重视增速转为

重视质量， 且各行业龙头企业的

盈利增速依然迅猛， 预计蓝筹仍

将是市场关注的重点。 建议在注

重风险控制的同时， 适当调高仓

位捕捉春季行情，把握赚钱效应。

基本面方面， 上月PMI指数

增速减缓， 对债市并未产生较大

的实质性影响，预计1月资金面将

持续稳健中性， 从弱市行情中缓

慢修复的债市虽已具配置价值，

但因市场信心缺乏， 迟迟未见反

弹，而是始终维持着窄幅震荡，等

待明确的利好信号。 建议投资者

仍以谨慎为主。

大类资产配置

建议投资者在基金大类资产

配置上可采取以股为主、 股债结

合的配置策略。具体建议如下：积

极型投资者可以配置50%的积极

投资偏股型基金，10%的指数型

基金，10%的QDII基金和30%的

债券型基金； 稳健型投资者可以

配置30%的积极投资偏股型基

金，10%的指数型基金，10%的

QDII基金，40%的债券型基金和

10%的货币市场基金或理财债

基； 保守型投资者可以配置20%

的积极投资偏股型基金，40%的

债券型基金和40%的货币市场基

金或理财债基。

偏股型基金：

关注价值蓝筹风格基金

从市场环境上看，2017年下

半年经济总量逐渐走弱， 对A股

市场难以形成有力支撑， 不过各

行业龙头企业依旧稳定获利，预

计两极分化的市场行情将持续，

白马蓝筹依旧是投资重点， 且资

金会继续向二、三线白马股溢出。

经济整体基调为稳中求进， 淡化

经济增速，重视产业、消费、制造

业升级，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可长期关注包括人工智能、通信、

环保等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

目前市场机会大于风险，策

略上应积极配置， 建议投资者坚

持业绩与估值匹配为主， 关注价

值蓝筹风格的基金产品， 并选择

擅长选股的基金经理和仓位较大

的基金进行中期投资， 除新兴产

业外，可继续在金融、消费几大板

块捕捉长期机会。

债券型基金：

可配置绩优高等级债基

截至1月4日，纯债基金、一级

债基和二级债基整月的平均净值

分别上涨0.35%、0.52%、0.74%。

上月债市出现超跌反弹， 结合股

市的分散配置， 使得二级债表现

整体优于纯债与一级债。 资金面

将大概率持续中性， 基本面略有

走弱， 债市在明确的利好信号出

现前，预计将持续横盘震荡。

建议稳健型投资者可以配置

业绩表现较好的高等级债基并长

期持有， 激进投资者可以选择股

票仓位较高的二级债基以及转债

债基以增强收益。

QDII基金：

把握海外市场慢牛机会

海外市场方面， 目前全球发

达经济体除英国外均处于经济复

苏阶段， 预计全球股票市场会持

续温和扩张， 债市则因全球货币

逐渐紧缩，走势中性。美国市场方

面， 服务类、 消费类有所下滑，

TMT板块持续领衔市场，2018年

的增长潜力被业内人士普遍看

好， 不过美联储预计2018年将加

息三次， 货币市场边际收紧的态

势将同样作用于美股市场。 港股

因资金面收紧出现一时的回落，

但股市总体依旧震荡向上， 南下

资金与外资也持续充分涌入港股

市场， 市场在2017年的慢牛后依

旧估值偏低。

建议投资者选购QDII基金时

采取积极姿态， 优选海外市场具

有长期配置价值的绩优产品作为

底仓， 有经验的投资者可主动出

击，紧跟板块热点与主流龙头股，

把握海外市场的慢牛机会。

坚持多元化配置 因地制宜选基

□金牛理财网 宫曼琳

2017年公募基金突破11万

亿，恒指领跑全球，沪港深基金表

现抢眼； 价值回归， 一九行情显

现，量化基金呈现冰火两重天；以

白酒为代表的消费板块上涨带动

行业基金称冠股基； 作为公募

FOF基金元年首批FOF基金募集

166亿， 养老金体系不断完善，

FOF基金被行业寄予厚望。 本期

笔者将对2017年这几类热点基金

进行分析梳理， 而展望2018年基

金投资，则应因地制宜选基，坚持

多元化配置。

沪港深基金：

规模翻倍 最高回报67.90%

2017年恒生指数时隔10年，

再次突破30000点大关， 沪港深

基金大放异彩， 开放式主动股混

型沪港深基金全年平均回报

26.92%（业绩统计均为主代码口

径），其中东方红沪港深、嘉实沪

港深精选、 前海开源沪港深创新

三只基金收益逾50%。 年底规模

达到789亿， 是去年规模的2.07

倍， 算上被动型及封闭式沪港深

基金规模近千亿。 其中前海开源

基金、东方资管布局数目最多，东

方资管旗下以封闭式为主， 东方

红睿华沪港深以67.90%的回报

率称雄混基。

沪港深基金2017年发行近

40只，以前海开源基金居多，此外

年度新发基金加入更多策略，如

结合量化策略的华泰柏瑞港股通

量化和加入红利策略的平安大华

股息精选等。

量化基金：

事件驱动策略表现最优

2017年是价值投资大年，量

化基金受一九行情影响表现逊

色，主动开放式量化基金平均收

益仅为4.8%。 此外业绩分化严

重，首尾业绩相差54%，景顺长

城 量 化 新 动 力 以 全 年 上 涨

35.55%夺冠。 从细分策略看，事

件驱动策略表现最优，平均收益

为10.9%， 其中前海开源事件驱

动 、 国泰事件驱动涨幅均逾

30%， 多因子选股模型策略最

差，平均收益为负。

2017年共发行48只量化基

金，募集规模超过百亿，但受业绩

等因素影响， 量化基金整体规模

较2016年萎缩近6%， 维持在780

亿。 从基金公司来看，华泰柏瑞、

银华基金布局最多， 华泰柏瑞旗

下量化团队能力突出， 全年平均

收益为20.84%， 银华旗下多为

2017年新发基金， 且均为行业主

题量化基金。

行业主题基金：

消费升级行业基金领跑

行业主题基金（指以行业或

主题指数为业绩比较基准的基

金），以偏股型基金为主，分主动

型和被动型两种， 据金牛理财网

统计，富国、易方达、汇添富基金

旗下该类基金规模分列业界前

三，均超过200亿，而布局数目前5

名的行业主题则分别为医药医

疗、金融地产、消费、信息技术和

能源资源， 其中消费和金融地产

规模最大，均超过350亿。 2017年

表现最好的无疑是消费行业基

金，平均收益为35.09%，其中招

商中证白酒全年涨幅74.92%；而

国防安全主题基金表现最差，平

均收益为-12.5%。

FOF基金：

稳健回报 实现正收益

2017年国内首批公募FOF

基金发行，首募规模166亿，其中

华夏聚惠稳健目标46.8亿。 分类

来看，海富通聚优精选FOF为偏

股品种，权益类基金配置比例超

过70%， 其余5只则均为相对偏

债品种。 几只基金陆续于2017年

10月底到11月初成立，2017年年

底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调整，FOF

基金在此期间也表现出了其相

对稳健特征，截至发稿前，成立

最晚的海富通聚优精选后来居

上涨幅最高， 成立以来上涨

1.55%，近一个月上涨4.83%，与

其优选金牛股混基金的策略和

偏股特征不无关系， 其余各只

FOF基金成立以来也实现了

0.53%-1%的正收益。

在2018年基金投资方面，应

针对不同基金特征进行多元化资

产配置，贝塔收益不容忽视：放眼

全球恒指尚具估值优势， 可将沪

港深基金纳入组合分散风险，而

短期内市场仍延续去年行情，量

化基金可保持观望， 行业主题基

金风险较高，需关注相关行业、主

题指数市盈率。 结合市场趋势判

断，震荡市宜采取定投方式投资。

对于稳健型投资者则可挑选FOF

基金长期持有。

稳健型投资者配置比例

保守型投资者配置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