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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仓位与沪深300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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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震荡回暖 仓位保持稳定

□

恒天财富 李洋 宋莹

上周，股票市场呈现出震荡

回暖态势，但市场资金依旧保持

谨慎，金融、消费、周期板块轮番

带领市场上涨，热点切换迅速但

持续度不足。周线图上，沪深300

上 涨 2.6% ， 上 证 指 数 上 涨

2.34%，深证成指上涨2%，中小

板指上涨2.23%， 创业板指上涨

1.1%。 截至上周五，上证A股滚

动市盈率、 市净率分别为14.86

倍、1.61倍，均较上期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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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3%，相比

上期上升0.03个百分点。 其中股

票型基金仓位为87.83%， 上升

0.22个百分点，混合型基金仓位

55.01%，上升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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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3%，相比上期上升0.22个百

分点；混合型基金中，灵活配置

型基金仓位上升0.01个百分点，

至51.18%； 平衡混合型基金上

升0.62个百分点， 至61.56%；偏

股混合型基金仓位下降0.12个

百分点，至80.97%，偏债混合型

基金仓位下降0.01个百分点，至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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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4%， 相比上期下降0.2个百

分点。 其中股票型基金仓位为

88.45%， 下降0.03个百分点，混

合型基金仓位69.58%，下降0.2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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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仓位在七成到九成的

占比34.7%， 五成到七成的占

比12.5%， 仓位在五成以下的

占比37.7%。 上周加仓超过2个

百 分 点 的 基 金 占 比 12.9% ，

29.2%的基金加仓幅度在2个

百分点以内，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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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从目前市场的运行状况来

看，市场资金依旧萎靡，市场短

期分化格局仍突出，投资者不可

盲目追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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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央行公开市场有2700

亿元逆回购到期， 其中周一、周

二无逆回购到期，周三至周五分

别有2000亿、500亿和200亿逆

回购到期，此外周三还有1200亿

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央行进行

了1300亿逆回购操作，周内进行

累计净回笼1400亿元。 5月是税

收大月， 且随着月中缴税的临

近， 周五起资金面出现边际收

紧，但整体基调依旧是稳定。

近期美元指数的走高对新

兴市场产生负面效应，不过我国

的经济走势依旧稳健，工业经济

生产方面稳中有升，汽车销量增

速回升。 股票市场反弹有望，但

受到量能的制约，震荡中缓慢上

行的可能性较大。前期调整后部

分白马股已出现投资价值，适合

投资者重新布局，选取调整充分

的绩优股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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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到债券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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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马股二季度现交易性机会

基金经理坚持价值投资

□

本报记者 姜沁诗

进入5月， 市场结束了之前连

续调整的走势， 大盘逐渐开始反

弹。 上周沪指大涨2.34%，超跌白

马股纷纷走强。 当前分析认为，虽

然白马股后续系统性的下跌概率

较低，但是由于业绩超预期的空间

可能有限，更多的是交易性机会。

而有基金经理认为， 今年市

场波动性会有所提升， 调整幅度

较难把握， 寻找兼具基本面支撑

及较好安全边际的个股尤为重

要。 从目前来看，业内对医药和前

期超跌白马蓝筹股的估值重塑都

抱有乐观态度。

多方资金流入白马股

上周白马股超跌反弹，其中食

品饮料板块周涨幅居前，涨幅均超

过10%的有青岛啤酒和燕京啤酒，

而贵州茅台、五粮液、海天味业分

别上涨8.32%、5.71%和6.9%。除食

品板块之外，医药板块走势同样强

劲，其中恒瑞医药、康泰生物、九洲

药业分别上涨 8.54% 、19.81% 、

25.55%。 而家电板块中， 格力电

器、美的集团、老板电器分别上涨

3.53%、5.19%和5.04%。

据业内分析， 白马股此轮的

反弹原因之一是A股纳入MSCI新

兴市场指数倒计时临近。 而在4月

份市场调整时，外资持续加仓A股

的白马股。

据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分析， 在纳入MSCI指数之

后，外资从之前的“可以” 配A股

到“必须” 配A股。 除此之外，A股

市场经过前期的调整后很多白马

股已经跌出了价值。 不仅外资在

抄底， 国内也有很多资金也在抄

底白马股。

而国信证券表示， 统计2000

年至2017年期间所有个股在不同

估值与业绩匹配情况下的股价收

益率表现可以看出， 在A股市场

中， 投资估值合理与业绩匹配的

上市公司， 一般都能获得较好的

回报。 考虑到今年以来很多白马

股的调整幅度较为显著， 但白马

股盈利增速仍保持相对较好水

平， 建议关注蓝筹白马股的超跌

反弹机会。

基金经理深挖基本面

诺德基金旗下基金经理郝旭

东表示， 对今年市场总体仍持谨

慎态度。 他认为，今年市场波动性

会有所提升，调整幅度较难把握，

寻找兼具基本面支撑及较好安全

边际的个股尤为重要。 他看好医

药和前期超跌白马蓝筹股的估值

重塑。

展望后市，郝旭东表示，二季

度白马蓝筹大概率会有反转，“现

在的操作以相对均衡策略为主，

消费蓝筹和科技股各占一半，中

小市值和大市值股票各占一半，

板块方面也是均衡配置” 。 他认

为， 资金此前抛售白马蓝筹主要

是由于一些个股前期涨幅偏高，

估值与成长性无法匹配等因素，

但银行、地产等领域，行业景气度

依然向好， 且由于2月份大幅震

荡，已经跌出一定安全边际，后续

仍然有望吸引资金关注。

万家新机遇龙头企业混合拟

任基金经理高源认为， 从风险偏

好的角度来看， 今年的市场风格

会相对均衡，不会出现去年“一边

倒” 的局面，而白马股与中小创板

块内部将会出现分化。 从中长期

来看，A股未来有望重回上涨通

道。 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募基

金经理更多关注的是基本面，而

非短期“噪音” ，当前阶段或许是

价值投资入场的最好时机。

在当下市场环境中， 高源表

示，会寻找确定性较高、盈利与估

值相匹配的板块。“风险与收益总

相匹配， 我们不需要追求弹性最

大的个股， 但基于公募基金在基

本面研究方面的优势， 我们会选

择现阶段（或下阶段即将）处于

盈利向上周期的个股和行业进行

配置。 ”

涨价潮袭来

机构密集调研化工个股

□本报记者 徐金忠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12日，上周（5月7

日至5月12日）两市共有145家上市公司接受机

构调研， 相比此前几周受财报窗口等因素影响

机构调研频次较低的情况， 上周机构调研呈现

井喷之势。上周，受涨价潮因素影响，化工行业，

包括基础化工、特种化工、农用化工、化纤等行

业上市公司迎来机构密集调研。

机构调研井喷

上周， 在上市公司财报窗口以及五一假期

过后，机构调研上市公司的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上周两市共有洋河股份、鄂武商

A、纳思达、全志科技、聚灿光电、晶盛机电等

145家上市公司接受各类机构调研。这一数据与

此前几周相比，增幅相当明显。

从行业划分来看， 机构重点调研半导体产

品、电气部件与设备、电子设备和仪器、电子元

件、工业机械、基础化工、特种化工、信息科技咨

询与其它服务等行业。

机构调研呈现井喷之势， 部分个股上更是

迎来机构大规模组团调研。 财汇大数据终端显

示，5月7日，上海玖鹏资产、平安资管、融通基

金、广发证券、招商银行、招商证券、安信证券、

北大红杉集团等超百家机构参与了跨境通的业

绩说明会。机构关注公司的定位、公司团队建设

情况、公司各项业务的增长、公司目前自营网站

平台的运营情况如何等。

上周，参与上市公司调研的机构中，招商证

券、天风证券、安信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券、国

信证券等券商调研次数较多，重点关注的个股有

广田集团、文科园林、北斗星通、大博医疗等。 公

募基金方面，融通基金、信达澳银基金、嘉实基

金、银华基金、华夏基金等机构出击调研，重点关

注的公司有金风科技、广田集团、信维通信、我爱

我家、美亚光电等。 此外，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市景泰利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盛

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私募机构，重

点调研了益生股份、上海新阳、东方网力、世纪瑞

尔、跨境通等上市公司。 保险及保险资管方面，宏

泰人寿保险、昆仑健康保险、新光人寿保险、中信

保诚人寿保险等机构重点关注了安洁科技、大华

股份、晶盛机电等上市公司。

机构重点调研化工行业

观察发现，上周机构密集调研化工行业，涉

及到的细分行业有基础化工、特种化工、农用化

工、化纤等。 机构调研的相关公司包括诺普信、

山东海化、中泰化学、沧州明珠、闰土股份、新宙

邦等。

以基础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中泰化学为例，

公司在5月9日迎来平安证券、泓德基金、民生证

券、鑫元基金、光大保德信基金等机构的联合调

研。 公司介绍称，自上市以来，经营业务快速发

展， 已成为拥有氯碱化工与纺织工业两大业务

板块，主营聚氯乙烯树脂（PVC）、离子膜烧碱、

粘胶纤维、粘胶纱等四大产品，配套热电、电石、

电石渣制水泥等循环经济产业链， 同时开展多

种经营、现代贸易、现代物流、供应链管理、融资

租赁、商业保理、PVC套期保值等经济业务的氯

碱行业龙头企业。

同样， 特种化工行业公司新宙邦在5月7日

接受了招商证券、加拿大养老基金、中信建投、

前海开源基金、华泰证券、国泰君安、海通证券、

长城国瑞证券等机构的联合调研。 机构关注公

司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领域的定位以及目前市

场电解液产能快速扩张， 公司将如何消化新增

产能等的问题。

资料显示， 近期涨价潮正在席卷化工行业，

有数据显示，4月份以来，包括聚合MDI、煤焦油、

甲苯、异丙醇等化工品种，再度出现上行趋势，其

中国内轻质纯碱等产品的价格涨幅惊人。 中原证

券分析师顾敏豪就基础化工行业分析指出，从行

业估值情况来看，截至4月27日，中信基础化工板

块TTM市盈率（整体法，剔除负值）为22.97倍。

2010年以来，行业估值平均水平为35.17倍，目前

估值水平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目前我国经济仍处

于转型的过程中， 未来仍将维持中速增长的趋

势，增速难有大的提升。 作为传统的中游制造行

业，化工行业的总体业绩预计难有大的改善。 行

业投资机会预计仍以结构性为主。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7.83% 87.62% 0.22%

普通股票型基金 87.83% 87.62% 0.22%

混合型 55.01% 55.00% 0.01%

灵活配置型基金 51.18% 51.17% 0.01%

偏股混合型基金 80.97% 81.09% -0.12%

偏债混合型基金 20.49% 20.49% -0.01%

平衡混合型基金 61.56% 60.94% 0.62%

总计 58.13% 58.09% 0.03%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8.45% 88.49% -0.03%

普通股票型基金 88.45% 88.49% -0.03%

混合型 69.58% 69.80% -0.22%

灵活配置型基金 61.13% 61.40% -0.27%

偏股混合型基金 83.32% 83.54% -0.22%

偏债混合型基金 20.63% 20.68% -0.05%

平衡混合型基金 67.17% 66.32% 0.85%

总计 72.04% 72.24% -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