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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基金组合配置

灵活操作 控制回撤

□国金证券 金融产品中心

2018年一季度行情落下帷幕，A股经历了

指数的大幅波动， 成长与蓝筹风格快速切换，

短期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市场走势也更加曲

折。对于基金投资建议适当控制权益类投资的

仓位，尤其是对风险程度较高、前期组合涨幅

较大的基金进行调整，并在品种上进行适当调

整以应对市场变化，短期可关注风险收益配比

更好、注重控制回撤的基金产品，并从中长期

视角出发布局成长风格基金。

大类资产配置

A股市场短期不确定性增加，市场走势也

更加曲折，对于基金投资建议适当控制权益类

投资的仓位，尤其是对风险程度较高、前期组

合涨幅较大的基金进行调整，并在品种上进行

适当调整以应对市场变化，比如增加防御型产

品的配置，并从中长期视角出发布局成长风格

基金；港股近期波动加剧，虽然港股市场高分

红、低估值的优势较为明显，但市场波动仍需

时间消化，静待投资时机的到来；就美股来看，

贸易摩擦期间政策的反复将加剧市场波动，同

时当前市场恐慌情绪处于高位，投资者需警惕

近期政策面及情绪面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债

券市场方面，基本面中期有下行趋势，但市场

转向需要经济数据释放确定性信号，市场对货

币政策边际走向及监管政策实质影响存在分

歧，政策面预期变化仍将影响市场情绪，债券

市场大概率维持震荡， 但可适当进行左侧布

局，在以短端信用为主的策略基础上，适当增

配左侧布局信用品种、 适度拉长久期的产品，

并强调信用品种安全性； 就商品类资产来看，

短期内美联储加息对于黄金的压制因素已基

本释放，利好金价反弹，同时避险情绪的升温

将促使资金偏向于流入黄金资产。

具体配置建议如下：积极型投资者可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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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的保守配置混合型基金；稳健型投资者可以配

置30%的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30%的保守配

置混合型基金、40%的货币市场基金； 保守型

投资者可以配置20%的保守配置混合型基金、

20%的债券型基金、60%的货币市场基金或理

财型债基。

权益类开放式基金：

控制风险 动态配置

宏观经济恐有下行压力，但市场对于强监

管的预期已基本消化。贸易摩擦是近期市场的

扰动因素，将对市场情绪和风险偏好带来较大

影响，市场波动及把握难度较大。 适当控制风

险，同时自下而上精选基本面优质的个股是主

旨思路，低估值、有业绩支撑且受益于行业集

中度提升的行业龙头具备一定优势；同时随着

年报的逐步披露， 成长股迎来去伪存真的时

机，一些业绩与估值相匹配的优质股票亦值得

关注并逢低布局。 短期市场不确定性增加，需

要更多时间的耐心等待，投资者情绪和风险偏

好将受到压制，市场走势也更加曲折。

具体到权益类基金投资策略上，建议适当

控制仓位，尤其是对风险程度较高、前期组合

涨幅较大的基金进行调整，并在品种上进行适

当调整以应对市场变化。首先，市场震荡加剧，

除了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 对市场节奏的把

握、风险控制能力也都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甄

选具有长期选股优势的基金经理的同时，短期

可更关注其中风险收益配比更好、注重控制回

撤的基金产品；其次，伴随着市场波动，适当增

加在防御性板块有所配置的基金， 比如农业、

医药等行业，具有避险特征的贵金属、高股息

蓝筹等；第三，强调组合性价比、动态配置，相

对于去年价值类股票的估值重估的演绎，今年

市场更强调业绩的兑现，无论是价值还是成长

关键在于估值合理、 具备扎实的业绩基础，在

此背景下擅长进行估值比较优势、动态配置的

产品可适当关注；最后，成长股的中长期趋势

投资机会逐步受到关注，考虑较为友好的政策

面、机构低配以及估值逐渐合理，对于其中具

有投资管理优势的产品可适当关注。

固定收益类基金：

短端票息为主 适度左侧布局

3月公布的1-2月经济数据显示国内经济

表现超预期， 尽管中期基本面存在下行压力，

但目前仍不构成影响债券市场的主要因素。 3

月初担心的流动性、政策面及美元加息扰动均

未出现，继1月下旬以来显现难得机会，但在市

场未释放明确转向信号之前把握交易性机会

难度颇大。 展望后续市场表现，基本面中期有

下行趋势，但市场转向需要等待经济数据释放

确定性信号；市场对货币政策边际走向及监管

政策实质影响存在分歧，政策面预期的变化仍

将继续影响市场交易情绪。 综合来看，短期内

债券市场无论被定义为熊市尾部或是牛市初

始均意味着市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和缺乏一

致预期，经济基本面、政策面及海外环境不足

以支撑债券市场趋势性上行，4月债券市场大

概率维持震荡，但中期市场走势值得期待。

具体到债券类基金投资策略上，我们仍以

自上而下投资能力作为筛选主线，并综合考虑

产品风格与短期、 中期市场行情的匹配程度：

首先， 建议综合考察产品历史风险收益表现、

管理人投资经验和固收平台价值等因素，重点

关注自上而下趋势判断和把握能力突出的管

理人旗下产品；另一方面，基于短期和中期市

场行情， 建议在以短端信用为主的策略基础

上，适当增配左侧布局信用品种、适度拉长久

期的产品，并强调信用品种安全性；第三，建议

增加对倾向利率品种的主动管理产品及跟踪

利率债指数标的的被动产品的关注，以储备中

长期配置工具。

QDII基金：

警惕港股回调风险

就目前时点而言， 虽港股市场高分红、低

估值的优势仍较为明显，但投资者风险偏好下

降，短期内恐难以快速修复。同时，近期存量资

金博弈下的港股市场对来自海外风险的抵抗

能力大幅减弱，少量边际资金的变动即可造成

股指较大幅度波动。 因此，虽中长期来看港股

仍具配置价值， 但近期市场波动需时间消化，

短期内不排除港股出现回调的可能。 纵观3月

美股市场，政策面的不确定性是贯穿全月最为

核心的扰动因素。 另外，目前市场恐慌情绪已

处高位，悲观情绪下市场对于利空消息的反应

必将放大。

具体到QDII基金投资策略上，建议投资者

合理控制港股仓位，静待投资时机的到来。 对

美股后市持偏谨慎的态度，建议投资者警惕近

期政策面及情绪面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给市

场以时间从而修复当前悲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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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基金业绩

股基净值上涨0.34%

上周随着一季报逐步披露， 业绩优异的

上市公司重新受到市场关注，医药、保险等板

块走强，A股市场依旧延续震荡趋势，上证综

指收于3159.05点，周内上涨0.89%。在此背景

下， 股票型基金净值上周加权平均上涨

0.34%， 周内纳入统计的304只产品中有199

只产品净值上涨，占比超过六成。指数型基金

净值周内加权平均上涨0.29%， 跟踪恒生指

数、钢铁、地产等板块指基表现较好，纳入统

计的632只产品中有433只产品净值上涨，占

比近七成。 混合型基金净值上周平均上涨

0.57%， 纳入统计的3021只产品中有2244只

产品净值上涨，占比超过七成。QDII基金加权

平均周净值上涨2.47%，跟踪标普500、MSCI

中国指数(以美元计价)及道琼斯指数等板块

主题QDII周内领涨， 纳入统计的208只产品

中有183只产品净值上涨，占比近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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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预计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依然是不

确定因素，带动市场避险情绪，债券市场整体

表现较好。受此影响，债券型基金周内净值加

权平均上涨0.23%，1724只基金产品周内净

值上涨，占比将近九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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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19%。

股票型基金方面， 广发沪港深新起点以

周净值涨幅3.58%居首。 指数型基金方面，华

宝港股通恒生中国周内表现最佳， 周内净值

上涨4.70%。 混合型基金方面，华商智能生活

周内净值上涨5.08%，表现最佳。 债券型基金

方面， 民生加银鑫利纯债周内以单位净值上

涨2.91%，位居第一。 QDII基金中，华宝标普

油气美元周内博取第一位， 产品净值上涨

5.92%。 （恒天财富）

一周ETF

创业板50ETF

净申购逾10亿份

上周市场冲高回落 ， 上证指数上涨

0.89%， 场内ETF跌多涨少， 总成交2342亿

元，创今年以来周成交额新高。 A股ETF上周

总体净申购21.98亿份， 连续第三周净申购。

其中， 创业板50ETF和创业板ETF合计净申

购超过15亿份。

上交所方面， 上证50ETF上周净申购

3.83亿份，规模升至128.27亿份，周成交75.46

亿元； 华泰沪深300ETF上周净申购0.19亿

份，规模升至57.37亿份，周成交24.65亿元；国

泰证券ETF上周净申购0.46亿份， 规模升至

13.58亿份，周成交3.17亿元。 深交所方面，创

业板ETF上周净申购5.32亿份， 期末份额为

62.79亿份， 周成交额为41.31亿元； 创业板

50ETF上周净申购10.14亿份， 期末份额为

51.93亿份，周成交额为19.72亿元。（李菁菁）

ETF两融余额创新高

交易所数据显示， 截至4月12日， 两市

ETF总融资余额较前一周增长10.81亿元，至

915.88亿元，创今年以来新高；ETF总融券余

量较前一周增长0.39亿份，至4.24亿份。

沪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53.32亿

元， 周融券卖出量为2.34亿份， 融资余额为

799.07亿元，融券余量为4.13亿份。 其中，华

泰柏瑞沪深300ETF融资余额为171.15亿元，

融券余量为0.47亿份； 黄金ETF融资余额为

229.02亿元，较前一周增长3.91亿元。

深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15.35亿

元， 融券卖出量为0.04亿份， 融资余额为

116.81亿元，融券余量为0.11亿份。 其中，嘉

实沪深300ETF融资余额为13.83亿元， 融券

余量为0.04亿份。 恒生ETF融资余额为91.87

亿元，较前一周增长2.15亿元。 （李菁菁）

关注债基配置机会

□金牛理财网 梅翼中

3月公募基金发行速度明显加快， 主要受

债券型基金募集骤增拉动，体现投资者对债券

市场信心加强， 同时整体风险偏好有所下降。

鉴于外部环境仍有较大变数，建议投资者在资

产配置方面注重控制风险，谨慎把握权益类基

金比重， 优先关注风险较低的优质债券型基

金，配置少量黄金资产以提升组合整体效益。

3月，上证综指呈“V” 形走势，月线下跌

2.78%；创业板大幅反弹，涨幅8.37%；同期债

券市场回暖， 中债总财富总值指数月度上涨

0.96%；从今年数据来看，大盘与债券指数表现

分别为-4.48%、2.82%，一改2017年“股强债

弱” 格局。 大类资产剧情反转，是基金发行结

构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8年3月， 公募基金发行数量87只，略

低于2月的90只；发行规模共计1113.3亿份，较

2月环比增多64%， 主要受债基募集量大增带

动。 类型分布方面，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的

募集份额分别占比5.78%、38.17%、56.05%。权

益类基金（股票型及混合型合计）比重达去年

9月以来最低值， 而债券型基金比重为近一年

最高点，且固收为主的局面在4月上旬延续。

受国内经济、监管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

债券市场情绪渐稳，债券资产配置价值提升。 国

内债券市场经过一年多的调整， 基本面已逐渐

向更有利的方向推动； 金融去杠杆与监管加码

或已进入下半场， 政策趋紧的边际影响逐步减

弱；从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以来美联储加息预期

变动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轮番扰动， 各主要市

场股指波动水平普遍上行， 且不确定性短期很

难消化，风险偏好或将持续受到压制。

公募市场委外资金定制热情回归，机构资

金担当债券型基金认购主力。 3月新发债券型

基金中，定期开放品种的数量与规模占比分别

为71%和91%，且多为纯债基金；过半品种的

认购人数仅为个位数，据此判断近九成认购资

金来源于机构投资者。

长期过往数据表明，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

环境下， 基础市场不论是回报还是胜率均不

如公募基金，截至2018年4月13日，近十年中

证股票型基金指数累计收益高于沪深300指

数55个百分点，年度胜率80%；国内2017年度

录得上涨的股票数量仅占两成， 而逾八成主

动股票型基金取得正收益，“炒股不如买基

金” 已成共识。 对于跨资产投资，时间与专业

程度有限的个人投资者想要把握全局更是难

上加难，借助公募基金不失为明智之举。

整体资产配置方面，尽管金融防风险与结

构性去杠杆仍未结束，但市场对政策调整的适

应能力已明显加强， 兼之全球风险偏好下移，

债券资产的配置价值提升。 债券型基金品种选

择方面，投资者可参考笔者前期介绍的多维筛

选方法，从基金的收益、风险、流动性、基金经

理以及基金公司等多个角度综合优选，并根据

自身偏好关注杠杆、久期适中，重仓券种评级

良好的品种；长期投资者可考虑牺牲流动性以

放大债券收益的定期开放型债基。在配置债券

型基金的同时，需要重点关注后期贸易环境变

化对通胀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拉升风险。

股市波动加剧， 短期权益类基金投资比例

不宜过高。3月A股市场风格偏向成长，今年以来

政策面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强， 创新成长

理念逐步被市场认可，其中“护城河” 坚固、盈

利能力持续增长的细分成长龙头尤其被看好；

同时另一方面， 监管通过退市改革等措施引导

市场趋向理性，远离并驱逐运作不规范、长期财

务状况不佳的企业， 创业板的普涨大行情仍缺

乏充分的逻辑支撑。 据此，建议淡对风格轮动，

关注选股能力突出、秉承“真成长” 、“真价值”

理念精选龙头企业的主动股混型基金。

此外，建议投资者配置少量黄金资产以提

升组合整体投资效益，可优先选择成本较低的

黄金ETF或链接基金。

中风险基金组合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