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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聚焦优质成长股

□

本报记者 李良

虽然A股市场没有出现明显的

风格切换，但众多基金经理已经敏

锐地捕捉到热点散乱中的规律，开

始聚焦优质成长股的未来。

富国转型机遇拟任基金经理

曹文俊就表示，经历一年的估值体

系分化，白马蓝筹估值水平已普遍

超越海外同行业的估值水平，估值

修复行情告一段落。 纵向来看，目

前白马蓝筹估值位于2007年以来

中位数左右的位置，而中小盘和创

业板的估值则分别比中位数低

13%和5%左右。天平已从白马蓝筹

逐步转向平衡，在可期的未来将向

中小创进一步倾斜，中小创的春天

越来越近了。

中小创的机遇

在基金经理们看来，虽然目前

A股风格呈现弱平衡， 但从个股表

现来看，资金流向中小创的迹象十

分明显，这意味着，今年的牛股大

概率会在中小创中产生。

关于最近市场热议的风格切

换话题， 海富通领先成长基金经

理李志认为， 过去两年强势的白

酒和家电板块近期相比之下较为

弱势， 一方面基本面反转已持续

两年， 很多投资者担心现在已经

接近这一轮反转的末端， 而且近

两年这类股票的估值修复也已经

到了一定的阶段。 此外，国内很多

蓝筹股的股票估值也在逐渐与国

际接轨， 很多投资者可能认为现

在获得超额收益的机会相比从前

有所下降。 因此从性价比来看，成

长板块可能更优。

信诚盛世蓝筹基金经理吴昊

则表示，市场对新旧动能转换实

现高质量增长的信心将进一步加

强，且截至目前，完成一季报预披

露的中小创公司总体实现了较快

的增长，仍维持成长股全年占优

的判断。 他表示，已就偏成长的

医药、TMT板块做了一定超配 ，

如果短期价值板块在一季报支

撑下有所反弹，将择机置换部分

个股到估值有吸引力的成长品

种上。

事实上，不少基金经理已经将

新兴产业投资视为今年最主要的

投资方向。 多位基金经理也表示，

“新旧动能转换、科技立国、创新

驱动、制造强国” 等将成为2018年

政策主要推动的方向。而在产业趋

势上行过程中，业绩增长确定的科

技龙头公司大概率在调整后会创

新高。

提防“倒春寒”

虽然基金经理们对于今年投

资中小创信心十足，但他们也提醒

投资者， 目前A股市场环境并未有

实质性变化，宽幅震荡短期仍将延

续，要提防中小创在春天来临之际

突然一次“倒春寒” 。

曹文俊认为，在中小创的春天

真正到来之前，还需提防两个“倒

春寒” 的风险点：第一，过往经历

几年并购重组， 业绩对赌到期后

存在业绩变脸、商誉减值的风险。

2017年至2018年是业绩对赌到期

的集中年限， 从过去两年实际经

验来看， 业绩对赌到期后第四年

业绩出现下滑的比例超过2/3，因

此对于2014年之后做过较多收购

兼并的中小创而言是个共同性的

风险点。 其二，可能发生的美联储

加息过快过猛， 推延国内长端利

率下行的时点。 按照当前时点的

宏观判断，受益于猪价下行周期，

2018年通胀风险不大。 美联储的

政策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美

联储加息过快过高， 会通过汇率

影响， 对国内长端收益率产生显

著的影响， 届时国内利率下行将

遭遇诸多限制。

泰达宏利成长基金经理周琦

凯则表示，投资成长股应关注三大

要素：首先，具备投资空间，好的成

长股一定要具备估值弹性，这和价

值蓝筹股强调低估值和确定性不

同。第二，核心指标的可跟踪性。第

三，做好风险管理。

A股继续震荡 基金仓位下降

□

恒天财富 李洋 张敏

清明节后，医药、保险等热点

板块轮动， 但两市成交量依然不

高，投资者维持观望情绪，A股市

场延续前期震荡格局。周线图上，

沪深300上涨0.42%，上证指数上

涨0.89%， 深证成指上涨0.02%，

中小板指上涨0.16%， 创业板指

下跌0.67%。 截至上周五，上证A

股滚动市盈率、 市净率分别为

15.70倍、1.70倍， 均较前一周有

所上升。

以简单平均方法计算， 上周

全部参与监测的股票型基金（不

含指数基金，下同）和混合型基

金平均仓位为58.37%，相比上期

下降1个百分点。 其中股票型基

金仓位为88.3%，下降0.57个百分

点， 混合型基金仓位55.25%，下

降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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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 相比上期下降0.57个百

分点；混合型基金中，灵活配置

型基金仓位下降1.15个百分点，

至51.2%； 平衡混合型基金下降

0.33个百分点，至63.08%；偏股

混合型基金仓位下降1.06个百

分点，至82.15%，偏债混合型基

金仓位下降0.33个百分点，至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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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2%， 相比上期下降0.51个

百分点。其中股票型基金仓位为

88.71%，下降0.54个百分点，混

合型基金仓位67.98%， 下降0.5

个百分点。

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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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仓位在七成到九成的占

比32.8%， 五成到七成的占比

11%， 仓位在五成以下的占比

38.3%。 本周加仓超过2个百分点

的基金占比6.5%，24.9%的基金

加仓幅度在 2个百分点以内，

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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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从目前市场的运行趋势上

看， 市场短期分化格局依然突

出， 结构性机会延续得到验证。

长期来看，从2015年以来较长期

基金仓位的变动趋势来看，基金

仓位稳中有升，显示基金经理长

期对于市场看好的态度；短期来

看， 在沪深300指数维持震荡的

结构性行情中，基金仓位窄幅变

化，表明基金经理短期内未有趋

势性操作。

Wind数据显示，上周央行公

开市场有1100亿逆回购到期，其

中， 周一到周四分别有400亿、

300亿、200亿和200亿元到期，周

五无逆回购到期， 此外无正回购

和央票到期。 上周央行进行200

亿7天逆回购操作， 净回笼900

亿， 跨季跨月后市场资金面较为

宽松。 鉴于资金面平稳偏松及到

期压力温和，近期央行仍以“削

峰” 为主，预计随着税期影响加

大， 央行将适时调整公开市场操

作方向和力度， 需要关注边际上

宽松程度的下降。

2018年经济开局良好，1-2

月经济数据显示经济韧性较强，

但在美联储加息等因素综合作

用下， 市场充满了较多的风险，

虽中长期看向上预期不变，但短

期波动在所难免。 在经济结构转

型和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拥

有确定性溢价和流动性溢价双

重支撑的绩优龙头股， 将延续

“强者恒强” 的态势。 具体到偏

股型基金配置上，建议投资者仍

以相对积极的心态更加灵活地

把握结构性投资机会，业绩与估

值匹配、具有基本面支撑的优质

股存在投资机会，因而应淡化风

格，择优配置。 债券型基金配置

上，建议投资者注意市场可能出

现的震荡回调， 保持谨慎操作，

重点关注配置中短久期利率债

和高等级信用债产品，以获取更

多确定性收益。

机构集中调研

化纤行业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4月14日， 上周

（4月9日至4月13日）两市共有47家上市

公司接受机构调研。 在行业分布上，机构

调研重点关注电子元件、工业机械、化纤、

通信设备、应用软件等。 其中，化纤行业上

市公司在上周迎来机构关注。

47家公司接受调研

统计数据显示，上周两市共有天虹股

份、中颖电子、晶盛机电、赣能股份、中元

股份、南都电源等47家上市公司接受各类

机构调研。

从行业划分来看，机构重点调研电子

元件、工业机械、化纤、通信设备、应用软

件行业，整体而言，机构调研在行业分布

上仍较为分散。 其中，近期公布一季度业

绩的上市公司，引来机构组团调研。 以星

源材质为例，财汇大数据终端显示，4月10

日，泓德基金、国投瑞银、鹏华基金、华宝

基金、融通基金、富国基金、广发证券、农

银人寿等40家机构参与对公司的调研。调

研内容有公司2018年新增产能情况及产

能规划情况、 公司如何看待价格下降等。

日前， 星源材质发布的一季度报告显示，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2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43.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943.54 万 元 ，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58.13%。

上周， 参与上市公司调研的机构中，

方正证券、天风证券、中信建投、财通证

券、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等券商

调研次数较多，重点关注的个股有晶盛机

电、海利得、微光股份、国美通讯、新莱应

材等。 公募基金方面，鹏华基金、光大保德

信基金、易方达基金、海富通基金等机构

进行调研， 重点关注的公司有天虹股份、

安科生物、东方国信、粤高速A等。 此外，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贵山财

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清水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等私募机构，重点调研了海利

得、恒逸石化、中航机电、晶盛机电等上市

公司。 保险及保险资管方面，阳光保险集

团、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友邦保险、新华人

寿保险等机构重点关注了东方国信、赣能

股份、晶盛机电等上市公司。

机构关注化纤行业

观察发现，上周，化纤行业多家上市

公司引来各类投资者的调研，显示出市场

对于行业个股的密切关注。

化纤行业公司海利得在4月11日接受

国元证券、友邦保险、智信创富资管、华创

证券、光大保德信基金等机构的调研。 资

料显示公司主营三大业务为涤纶工业长

丝、塑胶材料、涤纶帘子布，2017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31.86亿元，同比增长24.14%，实

现净利润3.14亿元，同比增长22.99%。 机

构调研关注公司塑地板2018年的目标和

市场如何等内容。

同样，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张家港农

商银行、南京银行、华泰保险等在4月10

日参加了对恒逸石化的调研。 资料显示，

恒逸石化定位为石油化工化纤公司，公

司是全球最大的PTA和聚酯纤维制造

商，目前已形成“石化+” 多层次的产业

布局，积极实现产业链的均衡布局，实现

双产业链布局。 机构在调研中关注公司

的债务结构如何、 炼油厂的PX市场情况

如何等。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中国有望成全球

化纤产业链转移最后一站。 从全球产能转

移来看，涤纶长丝、PTA和PX先后历经从

欧美发达地区转移到亚洲日、韩和台湾地

区企业，然后再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 中

国凭借庞大的消费市场，人口红利转变为

工程师红利，随着机器换人的推进，叠加

强大的工业园区配套优势，我国有望成为

承接化纤产业链的最后一站。 具体来看，

涤纶长丝盈利维持稳定， 未来PX进口依

赖度下降，PTA在2018-2019年迎来盈利

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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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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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风向标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8.30% 88.87% -0.57%

普通股票型基金 88.30% 88.87% -0.57%

混合型 55.25% 56.30% -1.04%

灵活配置型基金 51.20% 52.35% -1.15%

偏股混合型基金 82.15% 83.21% -1.06%

偏债混合型基金 19.52% 19.85% -0.33%

平衡混合型基金 63.08% 63.41% -0.33%

总计 58.37% 59.37% -1.00%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8.71% 89.25% -0.54%

普通股票型基金 88.71% 89.25% -0.54%

混合型 67.98% 68.48% -0.50%

灵活配置型基金 59.25% 59.75% -0.50%

偏股混合型基金 85.32% 85.87% -0.55%

偏债混合型基金 19.32% 19.43% -0.12%

平衡混合型基金 66.11% 66.49% -0.37%

总计 70.32% 70.82% -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