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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ETF

A股ETF

连续六周净申购

上周市场窄幅震荡， 上证指数上涨

0.29%，场内ETF近六成收红，总成交1250亿

元。 A股ETF净申购9.37亿份，连续第六周整

体净申购，规模累计增长94.56亿份。 创业板

类ETF仍持续受追捧， 创业板ETF、 创业板

50ETF上周合计净申购逾5亿份。

上交所方面， 上证50ETF上周净申购

1.40亿份，规模升至144.08亿份，周成交38.34

亿元； 华泰300ETF上周净申购0.22亿份，规

模升至59.06亿份，周成交14.12亿元。 深交所

方面，创业板ETF上周净申购2.26亿份，期末

份额为70.37亿份， 周成交额为26.73亿元；创

业板50ETF上周净申购2.85亿份， 期末份额

为69.30亿份， 周成交额为12.88亿元； 嘉实

300ETF上周净申购0.49亿份， 期末份额为

41.89亿份，周成交额为1.15亿元。 （李菁菁）

一周基金业绩

股基净值上涨1.06%

伴随A股“入摩”进入倒计时阶段，通过沪

股通、深股通入场的海外资金也开始加速北上

布局“入摩”行情。 随着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

寻找外资布局的方向成为市场最为关注的话

题。 其中，北向资金动向无疑是跟踪海外资金

配置的一个重要渠道。 受此影响，周内各大指

数全部收正，最终上证综指收于3091.03点，周

内上涨0.29%。 在此背景下，股票型基金净值

上周加权平均上涨1.06%， 周内纳入统计的

309只产品中271只产品净值上涨， 占比近九

成。 指数型基金净值周内加权平均上涨

0.53%，跟踪白酒、生物医药、家用电器等板块

指基领涨， 纳入统计的651只产品中有488只

产品净值上涨，占比超七成。 混合型基金净值

上周平均上涨0.58%，纳入统计的3040只产品

中有2545只产品净值上涨， 占比超过八成。

QDII基金加权平均周净值上涨0.08%，投资大

中华企业、港股市场中小盘股、大中华升级等

板块主题QDII周内领涨，纳入统计的209只产

品中有105只产品净值上涨，占比约为五成。

上周央行公开市场净回笼1100亿， 跨月

后资金面宽松， 主要资金利率悉数下行；此

外，月初扰动因素较少，加之财政投放及降准

资金陆续到位， 短期内资金面宽松格局料可

延续。受此影响，债券型基金周内净值加权平

均上涨0.07%，1273只基金产品周内净值上

涨，占比将近七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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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3.92%。

股票型基金方面， 中欧消费主题A以周

净值涨幅4.53%居首。 指数型基金方面，招商

中证白酒周内表现最佳，净值上涨5.22%。 混

合型基金方面， 先锋聚优C周内净值上涨

4.83%，表现最佳。债券型基金方面，国泰可转

债周内以单位净值上涨1.57%， 位居第一。

QDII基金中， 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周内博取

第一位，产品净值上涨2.61%。 （恒天财富）

ETF两融余额再创新高

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5月3日，两市ETF

总融资余额较前一周增长 4.06亿元，至

945.20亿元，再创今年以来新高；ETF总融券

余量较前一周增长0.17亿份，至4.40亿份。

沪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21.02亿

元， 周融券卖出量为1.20亿份， 融资余额为

816.53亿元，融券余量为4.31亿份。 其中，华

泰柏瑞沪深300ETF融资余额为169.03亿元，

融券余量为0.46亿份；中证500ETF融资余额

为16.63亿元，较前一周增长1.37亿元。

深市ETF总体周融资买入额为6.47亿

元， 融券卖出量为0.02亿份， 融资余额为

128.67亿元，融券余量为0.09亿份。 其中，嘉

实沪深300ETF融资余额为13.64亿元， 融券

余量为0.04亿份。创业板ETF融资余额为4.67

亿元，较前一周增长0.36亿元。 （李菁菁）

谨慎操作 攻守兼备

□天相投顾 杨鑫

五一假期后A股市场各大指数低位震荡

后反弹。具体来看，截至5月3日，上证指数上涨

0.95%， 深证综指上涨0.48%， 中证500上涨

0.51%， 创业板指上涨2.47%， 中小板指上涨

0.71%。 行业表现方面，46个天相二级行业中

只有少部分行业出现下跌， 其余行业均在上

涨。 其中民航业涨幅超过5%，证券、石化、生物

制药等位居涨幅前列。 保险、房地产开发等居

于跌幅榜前列。 进入5月，A股市场低位震荡短

期反弹，资管新规“靴子” 落地或利好于股市，

市场情绪趋于稳定。从近期的盘面和各大指数

走势来看， 优质成长股仍具有一定的优势，业

绩与成长性是配置的核心逻辑，创新驱动型的

成长股有望迎来投资机会。近来创业板表现出

众，今年一季报中，创业板盈利增速回升，整体

好于预期。尤其是科技行业中创新驱动型成长

个股，短线投资者可关注这方面的机会。 建议

投资者持有谨慎态度，可关注业绩与成长兼备

的蓝筹白马股为长期持有主体，并适当布局绩

优成长股，捕捉成长股投资机会。

债市方面，4月份债市总体呈上升趋势。资

金面整体表现较为宽松，经过近一个季度的反

弹修复，年初以来债券市场的悲观氛围已经明

显消退。银行间流动性在央行不间断的回收下

保持宽裕，为债市形成利好格局，央行通过降

准置换MLF到期， 缓解了银行面临的负债压

力。 从央行的举措来看，资金面有望延续偏松

局面。资管新规的落地，或继续利好债市，债牛

行情有望逐渐形成。 近期，美国10年期国债收

益率破3%，中美利差迅速收窄，对我国债市短

期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预计5月份的债券

市场或维持震荡态势。 整体来看，债市短期内

下行空间受到抑制，未来供给压力的上升也有

可能对债市产生影响。因此建议投资者谨慎看

市，寻求适合的入场时机。

大类资产配置

建议投资者在基金的大类资产配置上可

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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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积极投资偏股型

基金，10%的指数型基金，10%的QDII基金和

40%的债券型基金； 稳健型投资者可以配置

20%的积极投资偏股型基金，10%的指数型基

金，10%的QDII基金，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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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积极投资偏股型基金，40%

的债券型基金和50%的货币市场基金或理财

债基。

偏股型基金：

侧重优质成长基金

从市场环境上看，5月份市场内外不确定

性因素较多，美联储近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维

持1.5%-1.75%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不

变，但美联储6月份加息的概率较大。 近期A股

市场总体维持低位波动，短期内赚钱效应略回

升，但风险偏好的回升仍需要更多利好消息来

推动。政策方面，资管新规过渡期的设置，有利

于股市的稳定。 因此，我们认为在策略上应保

持相对谨慎，长线布局，成长股上涨行情可适

度参与，基于短期盘整的判断，在权益类基金

品种选择时，可选择以蓝筹股做长期投资的价

值型投资基金，并参与以优质成长股为主要配

置的基金寻找短期机会。

债券型基金：

优选转债债基增强收益

截至5月3日，纯债基金、一级债基、二级债

基整月平均净值分别上涨 0.79% 、0.74%和

0.32%。 四月债市在资金面、基本面双重利好之

下，终于重启反弹，各大指数持续上行。 短期内

中美利差收窄阻碍债券市场收益率下行空间，

投资者需警惕国内外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 建

议稳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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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欧美市场QDII保持观望

海外市场方面，4月以来，美元汇率与利率

双升，人民币汇率连续回调。 美联储5月3日新

一轮议息会议结束，宣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

间维持不变。 海通证券姜超表示，今年以来美

国通胀预期明显提升，是推动美债收益率的主

要原因，国际油价大涨，就业市场紧张，税改等

均可能推高通胀。 因此美联储全年4次加息的

概率仍在上升。

港交所对新经济企业上市制度改革的落

实，使得港股市场有望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5

月1日起实施的沪深港通单日额度双向扩大的

举措，更加有利于两地资本市场的发展。综上，

建议投资者选购QDII基金时依然要保持适度

谨慎，可以多关注港股市场具有长期配置价值

的绩优产品，对欧美市场保持观望。

额度三年来首次增加

QDII基金迎来发展新契机

□金牛理财网 梅翼中

4月公募基金发行速度放缓，权益与固收

类募集规模均出现下滑。 A股“入摩” 在即，

MSCI指数品种募集加速。QDII额度三年来首

次扩增， 利好海外产品线发展。 基金投资方

面，预计市场将进入相对平稳阶段，建议投资

者均衡搭配权益与固收类基金， 加入少量相

关性较低的海外与商品基金， 以提高整体风

险收益配比。

据金牛理财网统计，按主代码口径，4月公

募市场新成立基金数量65只，较上一月减少22

只；发行份额595.6亿份，环比减少46.50%，主

要原因在于股市持续低迷， 同时3月作为春节

后的第一个完整月份，偏好债券型基金的机构

资金过于集中。 虽然4月的发行份额创今年以

来新低，但较去年同期仍增多77.41%，与去年

下半年均值相近。

权益发行比重回升，MSCI指数品种募集

出彩。 分类型来看，4月股混型基金合计发行

335.76亿份，较前值减少31.38%，股混型发行

比重较前值提升12.42个百分点， 且主要贡献

来自股票型基金。 4月招商基金、建信基金等5

家公司成功发行MSCI中国指数产品， 占新发

股票型基金总量的53%，平均募集份额逾22亿

份，耗时仅17天左右。距离MSCI正式将A股纳

入国际指数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 根据中金

公司的测算，预计短期带来的潜在资金流入规

模约为212亿美元， 未来5至10年海外资金每

年流入A股市场的规模可能在2000亿元至

4000亿元左右，MSCI成份股在金融、地产、食

品饮料、医药等板块的权重较高。

季节性因素退却，债基募集回归正常。 4月

债券型基金发行数量20只， 较前值减少21只；

发行份额254.22亿份， 较前值减少59.26%，与

过去6个月均值大致持平， 产品形式仍以发起

式定期开放为主。

QDII额度扩增， 基金开拓海外投资范围。

4月新成立2只QDII基金，共募集5.62亿份。 受

额度影响， 过去12个月仅新增8只QDII基金，

且其中4个月发生“断档” 。 QDII基金的申赎

周期较长，且面对的风险较为复杂，因此通常

不适合单独持有，其价值更多体现在弥补国内

投资范围与资产类别的不足。 创新层面，目前

共有3家基金公司申报了“印度” 基金，为国内

首批聚焦印度市场的基金品种。印度2017年四

季度GDP同比增长7.2%，是经济增速最快的主

要经济体之一，改革与人口红利给印度创造了

良好的发展契机。 自2017年以来，MSCI印度

指数上涨32.03%，高于MSCI全球指数11.21个

百分点，且过去10年与沪深300指数的相关性

低于0.3。

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将进行QDII制

度改革， 并开启三年来首次扩增QDII额度，由

899.93亿美元增加至983.33亿美元。 基金公司

成为本次扩容的最大赢家， 获批新增额度的

66.7%，QDII基金迎来发展新契机。

自养老目标基金指引正式发布以来，4月

共20家基金公司密集申报了40只养老目标基

金， 其中汇添富和易方达基金申报数量领先，

均为4只。参考发达国家经验，以目标日期与目

标风险形式为主的养老目标基金将对居民养

老投资行为带来深远积极影响。

基金投资方面，一季度GDP、PMI、工业

增加值等宏观指标开局表现整体平稳， 彰显

韧性与结构向好趋势， 市场紧张情绪有所缓

和，预计将进入平稳阶段，此外，公募基金的

短线操作成本增加， 建议投资者秉承长期投

资理念，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平衡配置权益与

固收类基金， 加入少量与国内市场相关性较

低的QDII或商品基金，以进一步分散风险。股

市方面， 尽管近期A股受外部因素扰动表现

不佳，但从中长期来看，A股具备可观的配置

价值： 上市公司财报显示， 盈利能力整体回

升，近三个季度平均ROE均在10%以上，主板

与创业板利润增速均达近几年的较优水平；

截至2018年5月4日， 沪深300和创业板指数

的市盈率分别为2014年以来50%和25%的水

平，从估值来看，A股目前相对安全，下行空

间有限；加入MSCI国际指数给A股提供了稳

定的资金流入预期；政策对创新、技术的扶持

力度加码， 成长板块偏好修复。 债券市场方

面，资管新规靴子落地，利好金融行业的长期

健康发展， 新规给予金融机构相对充裕的调

整时间，预计能够平稳过渡；风险方面，近期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3%关口，需要关

注市场的进一步反应。

积极型投资者配置比例

稳健型投资者配置比例

保守型投资者配置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