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表

fund

05

2018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一

编辑：李菁菁 美编：王力

基金动向

■

基金风向标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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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恒天财富

图表图表 图表

白马股重燃

机构调研热情

□

本报记者 陈健

财汇大数据终端显示，上周（9月3日至

9月7日） 共有89家上市公司接受机构调研

905家次， 环比较上期均有所下降。 整体来

看，尽管近期部分蓝筹白马股受业绩不达预

期等影响，股价有较大跌幅，但仍然受到包

括外资在内的众多投资机构关注。 上周，美

的集团、老板电器、利亚德、吉比特、五粮液

等蓝筹白马股受到机构密集调研。

调研聚焦电子、化工行业

调研机构方面，券商仍然相对活跃。 具

体来看，调研次数较多的私募机构有，星石

投资（4）、景林资产（3）、远策投管（3）；

调研次数较多的基金公司有， 华夏基金

（7）、易方达（6）、嘉实基金（5）；调研次

数较多的券商有，海通证券（13）、国泰君

安（12）、中泰证券（12）；调研次数较多的

保险机构有， 泰康资产 （5）、 前海人寿

（2）、天安财险（2）。

从调研个股来看， 上周有26家上市公

司接受机构调研在10（含）家次以上，占比

近三成。 调研家次排名前五的上市公司分

别是，利亚德（104）、兆易创新（95）、美

的集团（64）、华工科技（49）、奥克股份

（37）。 其中，兆易创新、华工科技、奥克股

份的投资者调研主要还是围绕2018年上半

年业绩情况。

从调研行业来看，电子、化工行业上周

继续受机构密集调研，分别涉及11、10家上

市公司。 具体来看，电子行业受机构调研代

表股有，利亚德、华工科技、信维通信，涉及

光学光电子、电子制造等细分领域；化工行

业受机构调研代表股有，奥克股份、天赐材

料、新洋丰，主要涉及化学制品细分领域。

白马股受机构关注

整体看调研特点，上周美的集团、老板

电器、贵州茅台、利亚德、吉比特、喜临门多

只蓝筹白马股受到机构调研关注。

9月4日，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利亚德受到

中银基金、中信建投基金、敦和资管等102家

机构的调研。针对投资者关心的地方政府去

杠杆， 对公司下半年订单增速影响等问题，

利亚德方面表示，对公司照明和文旅有些许

影响，对此，公司在战略上有调整，所做项目

基本是大城市，文旅项目比预计的好。

9 月 3 日 至 5 日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UBS� Wealth�

Management等64家机构对美的集团进行

了调研。 调研内容涉及，美的集团的全球研

发布局、渠道布局、工业互联网发展等，美的

集团方面表示， 公司过去5年投入研发资金

超过200亿元， 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国

家设立了20个研究中心，研发人员整体超过

10000人，外籍资深专家超过500人。美的云

集团的平台解决方案不仅用于全球多个基

地与上万种产品，并已对其它行业公司输出

产品与解决方案，公司工业互联网已具备坚

实基础。

另一家家电上市公司老板电器，9月6日

也受到了内藤证券、 高华证券等4家机构的

调研，投资者主要关注公司的毛利率和分红

情况。 老板电器方面表示，过去每年都会分

红。 公司已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覆盖主管

级以上员工和部分基层， 目前暂无回购计

划。

此外，互联网传媒概念股吉比特，家用

轻工行业上市公司喜临门等白马股，今年上

半年也取得不错的业绩增长， 分别受到12、

18家次机构调研。

对于后续蓝白马股的投资机会，方正证

券表示，从目前来看，随着养老目标基金正

式开售， 叠加MSCI第二波入市资金的被动

配置窗口来临，在多重资金利好的共振作用

之下， 有利于市场白马优质蓝筹股的表现。

从各方面的动向来看，市场已经具备底部基

础，优质蓝筹白马股值得跟踪。不过，近期行

情方面，也有机构提示，上半年抱团的家电、

食品等白马股，最近可能面临较大的回调压

力，投资者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基金：优质消费企业投资价值显现

□

本报记者 王蕊

上周五，休闲服务、医药生物

和食品饮料等消费行业涨幅居前，

主力资金大笔流入，一改此前杀跌

频频的颓势。与此同时，关于“消费

升级与否” 的讨论再次站上风口浪

尖。 对于消费板块是否仍具有投资

价值，多位基金经理表示，逐渐壮

大成熟的消费市场将成为经济增

长的重要动力。 在此背景下，随着

消费龙头持续的调整，优质消费类

企业的投资价值正在逐步显现。

板块风险释放

截至目前，反映沪市A股中消

费类股票整体表现的消费80指数

已经连续下行近3个月。 据东方财

富数据统计， 最近一个交易日中，

医药制造、酿酒、汽车、旅游等大消

费行业颇得资金青睐，主力资金净

流入金额排名居前，大消费板块似

乎开始显现复苏迹象。

信达澳银基金对此表示，从以

伊利为代表的消费股中报业绩开

始走弱，印证了自上而下消费需求

的疲软，综合来看市场预期已至冰

点。 然而展望后市，既不能低估周

期性下行的中期趋势，也不应忽视

政策稳增长的短期波澜。成长股仍

然是布局红9月最看好的方向，其

次是金融、地产及医药。

前海联合基金研究发展部执

行总监王静也认为，当前市场处于

震荡寻底阶段， 已处于底部区域。

当前机会更多呈现结构性。未来将

优先挑选分红收益率角度可观、盈

利能力稳定的低估值蓝筹，增长相

对稳健的消费龙头调整中逐步呈

现价值。

“展望后市，经济增长放缓风

险犹存，但中国经济体量大，抗风

险能力强， 消费市场逐渐壮大成

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增长引

擎。 ” 南方新兴消费收益基金经理

蒋秋洁表示，虽然短期面临金融去

杠杆等因素不利影响，但长期看投

资机会正慢慢显现。 但她也提示，

如果市场继续下跌，上涨较多的板

块会面临较大回调压力，而已经下

跌较多的板块由于风险充分释放

反而相对安全。均衡配置可以避免

由于持仓过于集中而错配风险较

高的板块。

关注内生增长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之

下， 消费行业是未来增长最确定

的。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表示，在高端消费品里面，像

白酒、医药、食品饮料等一些品牌消

费， 以及在一般消费品中的快速消

费品， 未来都会有比较好的盈利增

长。此外，在科技行业里面一些能够

具有研究能力、 具有技术壁垒的科

技公司会有比较长期的发展。

银华消费基金也在半年报中

指出，当前市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反应比较充分，目前很多行业的估

值已经调整到了历史比较低的分

位，继续大幅下跌的空间有限。 与

此同时，广阔的消费市场将培育出

各个层次优秀的企业，家电、食品

饮料等行业企业已经证明了自己

的竞争力，预计服装、餐饮、零售等

行业将会继续诞生优质的公司，内

生性增长和创新驱动将是未来关

注的焦点。

长信基金认为， 市场经过上半

年的调整后， 前期一些高估值的个

股估值已回归合理水平， 今年将获

取业绩所带来的价值回报。 在投资

机会上， 未来将继续挖掘业绩超预

期，在回调中被错杀的优质品种。继

续看好科技、医药、金融等板块的中

长期投资机会。其中，大消费领域拥

有品牌和渠道优势，以及“强者更

强”的龙头股依然是中长期趋势，看

好创新领域， 包括消费电子、 半导

体、创新药、计算机等板块龙头。

市场震荡下行 基金仓位下降

□

恒天财富 李洋 宋莹

上周，A股市场震荡下行，沪

指周五守住2700点关口，成交量

依旧低迷。 周线图上，沪深300下

跌1.71%， 上证指数下跌0.84%，

深证成指下跌1.69%， 中小板指

下 跌 2.23% ， 创 业 板 指 下 跌

0.69%。 截至上周五，上证A股滚

动市盈率、 市净率分别为12.32

倍、1.36倍，均较上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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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7%，相比上期

下降0.02个百分点。其中，股票型

基金仓位为86.93%， 下降0.18个

百 分 点 ， 混 合 型 基 金 仓 位

52.07%，上升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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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3%， 相比上期下降0.18个百

分点；混合型基金中，灵活配置型

基金仓位上升0.16个百分点，至

48.41%； 平衡混合型基金上升

0.47个百分点，至57.78%；偏股混

合型基金仓位下降0.2个百分点，

至77.89%，偏债混合型基金仓位

下降0.27个百分点，至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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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8%，相

比上期下降0.24个百分点。 其中

股票型基金仓位为87.74%，下降

0.21个百分点， 混合型基金仓位

为67.1%，下降0.25个百分点。

综合简单平均仓位和加权平

均仓位来看， 上周公募基金仓位

相比上期有所降低， 显示基金经

理仓位有所减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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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仓位在七成到九成

的占比33.4%，五成到七成的占比

15.1%， 仓位在五成以下的占比

38.9%。 上周加仓超过2个百分点

的基金占比7.1%，30%的基金加

仓幅度在2个百分点以内，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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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上周，A股市场整

周持续震荡， 投资者观望情绪依

旧较浓。短期来看，股票型基金与

混合型基金的仓位持续下降。

上周， 因银行体系流动性总

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 央行继续

整周暂停公开市场操作， 仅于周

五续作MLF， 叠加9月降准置换

的1215亿元进行等量对冲，流动

性周内先紧后松。 目前资金面已

十分宽松， 叠加美联储月内加息

已成定局， 资金利率缺乏进一步

下行的空间。 上周债券市场持续

震荡，虽然资金面宽裕，利率债受

到供给压力影响较大，整周调整；

信用债并未有过多的扰动因素，

周内表现出色。 预计随着月中缴

税缴准的时期接近， 资金利率上

行的可能性加大， 而债市或将持

续震荡调整。

A股市场上周震荡下行，成

交量依旧低迷。 市场风格轮动较

快，并未出现较明显的倾向。宏观

经济、 外围市场的不确定性对投

资者情绪造成了持续的负面影

响，市场预期低迷。情绪改善与市

场反弹需要更加明显的信号。 具

体到偏股型基金配置上， 建议投

资者坚持长期投资与价值投资的

理念， 把握当前A股整体估值偏

低的投资机会与可能的市场底部

机遇，运用均衡配置来抵御风险，

择取配置低估值绩优股的基金并

长期持有； 具体到债券型基金配

置上， 债券市场目前面临的不确

定性因素较多， 建议投资者选取

短久期的债券产品， 并首选高等

级信用债产品以及利率债产品，

以获取更多确定性收益。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6.93% 87.12% -0.18%

普通股票型基金 86.93% 87.12% -0.18%

混合型 52.07% 51.99% 0.08%

灵活配置型基金 48.41% 48.25% 0.16%

偏股混合型基金 77.89% 78.09% -0.20%

偏债混合型基金 15.38% 15.65% -0.27%

平衡混合型基金 57.78% 57.31% 0.47%

总计 55.47% 55.49% -0.02%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7.74% 87.94% -0.21%

普通股票型基金 87.74% 87.94% -0.21%

混合型 67.10% 67.34% -0.25%

灵活配置型基金 58.57% 58.83% -0.26%

偏股混合型基金 80.95% 81.21% -0.26%

偏债混合型基金 15.77% 16.11% -0.33%

平衡混合型基金 67.18% 67.12% 0.06%

总计 69.68% 69.92% -0.24%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