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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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仓位与沪深300走势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7.17% 87.07% 0.10%

普通股票型基金 87.17% 87.07% 0.10%

混合型 56.24% 56.66% -0.42%

灵活配置型基金 52.77% 53.47% -0.70%

偏股混合型基金 81.69% 81.24% 0.45%

偏债混合型基金 17.83% 17.86% -0.03%

平衡混合型基金 52.79% 52.95% -0.16%

总计 59.59% 59.95% -0.36%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6.08% 85.84% 0.24%

普通股票型基金 86.08% 85.84% 0.24%

混合型 66.84% 66.99% -0.15%

灵活配置型基金 56.57% 56.73% -0.16%

偏股混合型基金 82.35% 82.02% 0.33%

偏债混合型基金 20.15% 20.64% -0.49%

平衡混合型基金 61.57% 60.80% 0.77%

总计 69.15% 69.34% -0.19%

A股震荡加剧 基金仓位下降

□

恒天财富 李洋 宋莹

上周，A股市场持续剧烈震

荡，而在周五大幅收涨，沪指守住

2900点。 周线图上，沪深300下跌

4.67%，上证指数下跌4.52%，深证

成指下跌4.54%， 中小板指下跌

4.99%，创业板指下跌5.54%。截至

上周五， 上证A股滚动市盈率、市

净率分别为12.73倍、1.37倍，市盈

率、市净率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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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9%， 相比上期下降

0.36个百分点。 其中，股票型基金

仓位为87.17%，上升0.1个百分点，

混合型基金仓位56.24%， 下降

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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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7%， 相比上期上升0.1个百分

点；混合型基金中，灵活配置型基

金 仓 位 下 降 0.7 个 百 分 点 ， 至

52.77%；平衡混合型基金下降0.16

个百分点，至52.79%；偏股混合型

基金仓位上升0.45个百分点，至

81.69%， 偏债混合型基金仓位下

降0.03个百分点，至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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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5%， 相比

上期下降0.19个百分点。 其中，股

票型基金仓位为86.08%， 上升

0.24个百分点， 混合型基金仓位

66.84%，下降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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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期有所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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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仓位在七成到九成的占比

40.5%，五成到七成的占比11.2%，

仓位在五成以下的占比33.3%。 上

周加仓超过2个百分点的基金占比

29%，20.9%的基金加仓幅度在2

个百分点以内，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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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上周，A股市场震荡幅度较大，市

场缺乏明确热点。 短期来看，股票

型基金与混合型基金的仓位有所

下降。

上周央行进行了500亿元的

逆回购操作，无逆回购到期，资金

利率周内持续下行，后又在央行暂

停逆回购操作后有所反弹。月初资

金面扰动因素较少，流动性较上月

末更加宽松，虽月中会有缴税缴准

对资金面出现一定扰动， 央行5月

15日定向降准的决定将释放长期

资金约2800亿元， 预计资金面将

持续合理宽松状态。上周利率债的

表现出色，主要受到市场风险偏好

下降、定向降准提升资金面宽松预

期的利好影响。不过周中公布的经

济数据多数表现出色，基本面或对

未来的债市形成一定压制。债市持

续震荡的可能性依旧较大。

由于外围市场的变化，上周A

股震荡剧烈， 投资者情绪受到冲

击，北上资金持续大幅净流出。 虽

然短期市场风险偏好受到压制，但

调整后的A股估值对外资的吸引

力或进一步提高。 最新公布的

CPI、进出口数据等经济数据表现

强劲，表示国内市场的基本面可对

股市形成一定支撑。 在MSCI扩容

及A股入富的预期下，外资有望重

回A股市场。 长期来看市场仍大概

率修复上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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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点

位较低且长期修复向上的投资机

会，运用均衡风格配置来获取今年

市场的修复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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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近期

或继续震荡，建议投资者选取优质

债券产品，首选配置高等级信用债

和可转债的产品。

机构调研关注建筑行业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Wind资讯显示，上周（5月6日至5月10日）

两市共有129家上市公司接受各类机构的调研，

相比上期增幅明显。在行业分布上，上周建筑与

工程、建筑机械与重型卡车、建筑产品以及家电

家装等行业上市公司迎来机构集中调研。

近期，市场剧烈震荡，机构在上市公司调研

中，也密切关注了相关风险，并且寻找业务发展

空间良好、盈利持续平稳增长的优质个股，在投

资上平衡收益与风险。

机构调研力度提升

Wind资讯数据显示，上周共有江苏国信、

金风科技、 桂林三金等129家上市公司接受各

类机构调研， 这一数据与此前相比增幅明显，

显示出机构近期调研热情的提升。 在行业分布

上，上周机构重点调研了建筑与工程、建筑机

械与重型卡车、建筑产品以及家电家装等行业

上市公司。

部分上市公司迎来机构组团调研。 农产品

行业上市公司海大集团在5月6日接受广发证

券、华宝基金、泰康资管、国寿安保基金、中泰证

券、金元证券等机构的组团调研，机构关注的问

题有公司养猪业务的发展和模式的选择、 公司

水产饲料和种苗的技术优势等。华宇软件在5月

8日至9日迎来华富基金、中欧基金、中海基金、

海富通基金等数十家机构的联合调研， 在了解

公司2018年度及2019年一季度业绩情况之外，

机构重点关注了公司法律科技领域业务发展情

况、 教育信息化业务发展情况以及安全可靠业

务发展情况等。

上周，参与调研的机构中，天风证券、中泰

证券、兴业证券、海通证券等券商调研上市公司

的频次较高， 上述机构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有

苏交科、金溢科技、岭南控股、京新药业、博思软

件等。 公募机构方面，国投瑞银基金、上投摩根

基金、兴全基金、大成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等

上周调研次数较多， 重点关注的个股有华宇软

件、开立医疗、云南锗业、日科化学、坚朗五金。

上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鼎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鼎萨投资有限公司等私募机构上周重点调研了

金溢科技、欧普康视、尚品宅配、华宇软件、游族

网络等上市公司。保险及保险资管方面，前海人

寿保险、富邦人寿保险、中国人寿保险、平安养

老保险等上周重点调研了欧普康视、开立医疗、

埃斯顿、涪陵榨菜、长盈精密、日科化学等上市

公司。

建筑相关行业受关注

上周，机构调研的对象中，建筑与工程、建

筑机械与重型卡车、 建筑产品以及家电家装等

行业企业迎来机构集中调研。其中，上周机构调

研的建筑与工程行业上市公司有岭南股份、奇

信股份、名雕股份等6家上市公司；坚朗五金、海

鸥住工、永高股份等4家建筑产品行业上市公司

迎来机构调研；新宝股份、香山股份、尚品宅配、

欧派家居等8家家电家装上市公司获机构调研。

坚朗五金在5月7日、8日两天迎来国信证

券、大摩华鑫基金、南方基金、国盛证券等机构

的联合调研， 机构关注公司2019年、2020年的

发展重心等问题。 尚品宅配在5月7日、8日迎来

国泰基金、东方红、中欧基金、博时基金、清和泉

资本、永赢基金等机构的组团调研，机构关注公

司今年定制家具业务的门店数量计划以及公司

定制家具的定价是否有变化等问题。

国信证券分析师区瑞明指出，4月以来一二

线及都市圈的三四线楼市热度延续， 深圳二手

房成交量创两年半以来新高； 土地市场依旧火

热，南京、苏州等地皆拍出地王。4月政策出现微

妙变化，随着楼市回暖明显，政策改善的预期必

将减弱。今年以来，一二线及部分环都市圈的三

线城市在货币放松的大环境下，楼市迅速升温，

房价上涨预期抬头，调控压力增大。

公募基金人士认为， 前4个月楼市的回暖，

可能迎来政策层面的变化， 影响地产股等的相

关表现，但是建筑工程、建筑产品行业上市公司

业绩增厚的情况现实存在；此外，家电家装等行

业受益于房地产行业但同时滞后于房地产行

业， 行业部分上市公司业绩改善的预期持续存

在。“在近期市场宽幅震荡的背景下，业务发展

空间良好、 盈利持续平稳增长等行业及个股迎

来机构关注，以良好发展空间和持续稳健业绩，

应对市场的宽幅震荡” 。

公募基金：科技龙头迎布局良机

□

本报记者 刘宗根

上周（5月6日至5月10日）A

股先抑后扬，周一市场低开低走，

随后三个交易日三大股指震荡下

行，周五出现大幅反弹。 业内人士

认为，经过年初快速上涨之后，市

场本身存在回调需求，但A股长期

向好趋势不改。A股估值修复至相

对合理水平， 短期变数可能对市

场情绪造成冲击。 考虑到流动性

因素和科创板比价效应， 龙头科

技股有望迎来布局机会。

风险偏好或下行

对于此轮A股震荡调整，上

投摩根研究总监、上投摩根策略

精选基金的基金经理朱晓龙认

为， 波动是股市发展的正常节

奏。 在经历年初一波快速上涨之

后，市场本身有回调需求，对于

中长线投资者来说，市场长期投

资价值依然存在，建议优化资产

配置结构，静待市场下一轮行情

开启。

华商基金认为， 在工业企业

盈利端走弱的背景下，A股市场向

上动力更多来自于无风险收益率

趋势下行及风险偏好抬升带来的

估值修复机会，由于A股估值已经

修复到相对合理水平， 短期变数

或对市场本身已经相对谨慎的情

绪造成再度冲击， 风险偏好或进

一步下行。

富国基金认为， 如果从一轮

牛熊转换的角度来看， 此轮调整

实质上是第一波上涨后的回撤，

估值修复后盈利暂时跟不上，以

及牛市上涨动力切换过程中出现

的震荡。 历史上牛市第一波上涨

后回撤 1-3个月、 指数跌幅约

10%，市场在经历“下跌-反抽-

下跌-缩量盘整” 之后，可能再度

走向新一轮上涨趋势。

布局龙头科技股

展望后续市场，朱晓龙认为，

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三大投资

策略： 一是多元化的资产配置。

从全球视角来看，经济增长的复

杂度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波动

的出现并不偶然，投资者可以通

过配置多元资产布局更多收益

来源。 二是自上而下的投资思

路。 除发挥个股研究能力之外，

投资A股也应重视对经济周期的

判断。 例如，通过对经济周期自

上而下的分析和研究实现行业

均衡配置，一方面可以跟上市场

向上趋势， 把握A股长期投资机

会；另一方面也可通过行业分散

和配置控制组合波动。 三是高股

息策略。 高股息策略提供投资组

合保护的作用由来已久，其长期

致胜的秘诀在于提供宝贵的现

金流、复利效应以及追求长期稳

健表现。

华商基金认为， 一季度经济

已经明显企稳，在财政发力、信用

改善的大背景下，基建、地产合力

托底的效果显现， 同时制造业投

资在总量刺激过程中仍有回落压

力， 流动性继续大幅改善的概率

并不大，整体上对二季度A股市场

持谨慎乐观态度。

富国基金认为，5月休整结束

后将逐渐打开新一轮买入窗口，

从一定程度上看，今年5月或许是

提前布局下半年行情最好的一个

阶段。 经过此轮调整之后，市场的

安全边界进一步增强， 市场有望

从普涨走向结构性上涨， 而且上

涨的时间和空间有望进一步被打

开。 此外，海外资金增配A股核心

资产依然大势所趋。 考虑到流动

性因素和后续科创板的比价效

应， 科技股龙头公司将迎来更好

的布局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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