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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大华行业先锋

15

日首发

记者获悉， 平安大华基金公

司旗下首只产品———平安大华行

业先锋股票基金将于

8

月

15

日起

在银行及券商网点全面发售。

据了解，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

基金将采取 “投资时钟” 策略，

动态跟踪分析各行业的景气程度

及驱动要素变化， 挖掘不同经济

周期下的投资机会。 拟任基金经

理颜正华表示， 目前，

A

股已显现

投资价值。 对于新基金来说是难

得的建仓机会。 （余子君）

汇添富深

300ETF

15

日起发行

深市旗舰指数深证

300

指数

再受青睐， 汇添富基金于

8

月

15

日推出深

300ETF

并通过各大券商

正式发行。

据悉， 汇添富深

300ETF

以深

证

300

指数为跟踪标的。 拟任基金

经理吴振翔表示， 深证

300

指数是

目前为止唯一横跨深市主板、 中小

板及创业板三个板块的成分指数，

符合投资者的需求。 （海秦）

华泰柏瑞沈涛：

信用债投资正当时

华泰柏瑞信用增利拟任基金

经理沈涛近日表示， 信用债投资

正当其时。

沈涛分析指出， 经过

5

次加

息债券到期收益率已处于历史较

高位。 对于恐慌性抛售城投债，

沈涛认为， 此时反而是布局良机。

国内信用债市场没有违约先例，

未来中国企业依然可以维持较高

利润， 信用债的收益率水平处在

历史高点。 投资者在承担一定信

用风险的前提下， 有望获得相对

较高的正收益。 （程俊琳）

国投瑞银投基气象站

预报

8

月股市多云

国投瑞银本月 “投基气象站”

日前出炉： 股市多云为主， 在紧

缩政策及经济下滑双重制约下筑

底有望延长， 大消费板块或将稳

步启动； 债市多云转阴， 充分调

整后， 孕育转折性投资机会。 国

投瑞银本月推出三款主打产品：

国投瑞银中证下游消费服务指基、

稳健增长混合基金和稳定增利债

券基金， 为投资人构建积极防御

的投资组合。 （李湉湉）

华安深证

300

有望分享新兴产业盛宴

新兴产业有重新启动的迹象，

华安深证

300

指数基金凭借优异

的指数标的及管理能力， 有望成

为投资者分享本轮盛宴的首批

“入场券”。 在经历了前段时间的

反弹后， 市场整体将继续区间震

荡的格局。 期间， 寻找中长期具

有稳定增长的配置机会将是重中

之重， 对股价开始调整的战略性

新兴板块和优质中小盘股票的关

注与配置可谓正当时。 （张哲）

新兴产业规划

9

月出台

10

只基金将获益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凸显投资价值

证券时报记者 余子君

去年

10

月国务院下发 《关

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决定》， 新兴产业列入 “十

二五” 规划， 今年

8

月， 《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总

报告以及面向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

7

个 《规划》 陆续上报国务

院， 据悉， 《规划》 将于

9

月开

始对外公布， 一旦 《规划》 公

布， 新兴产业基金将获益匪浅。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 自

《决定》 下发后， 公募基金便开

始瞄准新兴产业及其相关受益行

业， 上报相关产品， 算上正在审

批中的基金， 目前新兴产业相关

概念的基金已经有

10

只。

动作最快的是华宝兴业基

金， 上报的首只新兴产业基

金———华宝新兴产业股票基金已

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成立。 紧接

着东吴基金和诺安基金分别上报

了中证新兴产业指数基金和上证

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

ETF

）及其联接基金， 分别于今

年

2

月和

4

月成立。 随后， 鹏华

基金于

6

月成立了鹏华新兴产业

股票基金。 此外， 东吴基金今年

2

月

15

日再次上报了

1

只主动型

的新兴产业类基金———东吴新兴

产业精选股票基金， 并于

6

月

27

日获批。 国投瑞银和中邮创业基

金分别于

4

月

19

日上报了国投

瑞银新兴产业混合基金和中邮战

略新兴产业股票基金， 这两只基

金目前仍在审批之中。

公募基金除了盯上新兴产业

之外， 与七大新兴产业密切相关

的制造业也受到了基金公司的热

捧。

5

月

23

日， 交银先进制造

股票基金发行， 首募

19.18

亿

元。

7

月底广发制造业精选基金

获批，

8

月

3

日， 汇丰晋信上报

了汇丰晋信制造先锋股票基金。

深圳一家基金公司投资总监

表示， 目前

A

股市场动态市盈

率仅

10

倍左右， 估值处于历史

底部。 新兴产业经历了去年的回

调， 部分行业和个股的估值水平

已经回到合理水平， 并显现投资

价值。 未来 《规划》 的出台， 将

成为新兴产业个股股价的催化剂。

广发制造业精选拟任基金经理

易阳方表示， 七大新兴战略行业中

的高端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

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均与制造业

密切相关， 因此， 未来 《规划》 的

出台不仅利好新兴产业， 对于制造

业来说也是利好。 此外， 从经济转

型来看， 制造业的转型也将引领中

国经济在未来十年进入一个新的产

业周期， 我国将从原来的制造业大

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这些无疑也

为制造业的投资提供了机会。

一对多净值人肉帖日渐消瘦

证券时报记者 李湉湉

由于近期市场低迷、 相当部

分一对多业绩不佳， 持有人 “哀

莫大于心死” 疏于上报净值和统

计， 导致 “史上最全” 的一对多

民间净值跟踪帖难以为继。 证券

时报记者发现， 某知名财经网站

的这一对多净值民间人肉帖不仅

数据源骤减、 统计更新也是 “走

走停停”， 目前的净值汇总仍停

留在

7

月

29

日。

有业内人士表示， 从 “史上

最全” 到难以为继， 该帖的兴衰

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对多从

轰轰烈烈入市到目前遭遇发展瓶

颈期的过程， 也反映出相当部分

一对多取得绝对收益的能力不

足， 在市场低迷时净值表现不

佳， 并且与指数一起沉沦。

2009

年

10

月

20

日， 距首

只一对多 “中银专户主题

1

号”

一日售罄不到

50

天， 一位名叫

“叶

2008

” 的网友在某财经网站

论坛上发出了 “基金公司一对多

专户理财产品数据跟踪帖”， 从

最开始只谈论各自购买的产品到

将所有产品表现汇总更新， 再到

定期的评判和小结， 该帖子人气

迅速飙升， 成为基金圈内炙手可

热的帖子之一。

随着基金公司一对多业务进

入 “蜜月期”， 高峰时， 净值跟

踪帖曾收录了

70

多只一对多产

品的净值， 覆盖了当时

70%

的

一对多产品。 由持有人发起的民

间人肉帖俨然成了最详细的官方

数据， 其净值表格内容包含基金

名称、 设立时间、 基金经理、 管

理期限、 一周增长率、 一周排

名、 月度增长率及其排名、 年度

排名等多项内容。 由于准确全

面， 该一对多净值跟踪帖被投资

者、 基金公司和媒体广泛采信。

不过， 由于重仓创业板和中

小板造成净值损失过快、 踩错市

场节奏、 风格漂移等投资策略方

面的失误， 在到期日或打开申购

赎回日到来之时， 大部分持有人

都选择了赎回， 无法再提供数

据； 对一些尚未到期但业绩表现

不佳的一对多， 持有人则抱有

“哀莫大于心死” 的想法， 疏于

再上论坛回帖更新净值数据。 如

此一来， 由于数据源减少， 即使

有持有人不懈提供净值、 坚持更

新排名， 一对多民间净值跟踪帖

也难逃 “门庭冷清” 的命运。 其

跟踪净值表现的一对多从高峰时

的

70

多只骤减到目前的不到

20

只， 数据汇总表格的更新时间也

常常滞后。

登录该网站可以看到， 截至

昨日， 一对多净值跟踪帖的数据

汇总表格只更新到

7

月

29

日， 在

还有净值跟踪的

15

只一对多产品

中， 今年以来， 仅有南方光大

2

号、 嘉实绿色、 南方光大

3

号实

现了正收益， 一只以激进著称的

一对多今年以来净值下跌了

14.831%

， 不过由于前期获利较

多， 目前净值仍有

1.183

元。

抛开综合策略 细分基金加速扩容

证券时报记者 程俊琳

今年以来， 基金公司的主

动型产品投资标的有了新趋势，

国内基金抛开大策略套路， 在

行业和主题细分类别上动足脑

筋； 合格境内投资者

(QDII)

产

品则遗弃了过往全球配置招数，

在主题类投资上大展拳脚。

最新获批发行基金信息显

示， 国内主动投资类基金在行业

和主题细分上日趋丰富。 正在发

行的新产品中， 易方达资源行业

主要投资资源行业股票， 占基金

资产总比例在

48%

到

95%

之间；

纽银梅隆基金正在发行一只名为

新动向的新产品， 将投资标的设

定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驱动因

素， 聚焦 “十二五” 期间中国经

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市场机遇，

密切跟踪结构转型收益行业与板

块。 与此同时， 最新获得批文的

华宝兴业医药生物优选股票基

金、 广发制造业精选、 中海消费

主题精选等产品均将细分行业作

为产品主要投资标的。

不过， 真正在产品细分化

路线上走得更深远的是

QDII

基

金。 一家基金公司产品设计人

员表示， 由于海外市场可选投

资标的更为宽泛， 因此行业和

主题细分在

QDII

产品中得以更

充分地进行。 公开资料显示，

正在发行的汇添富黄金及贵金

属基金投资主题有实物黄金或

其他实物贵金属支持的交易所

交易基金； 诺安基金则延续着

QDII

产品的主题细分优势， 在

诺安全球黄金之后， 顺势推出收

益不动产

QDII

产品， 投资于海

外房地产信托基金

(REITs)

。

对比最新上报的

QDII

可以

发现， 基金产品开始超越第二轮

QDII

被动化指数投资特点， 结

合全球投资热点， 选择新的细化

投资标的。 例如建信基金

8

月

5

日刚刚上报了一款全球资源

QDII

， 银华基金早前上报了大中

华行业先锋基金， 同期上投摩根

也聚焦全球天然资源， 上报一款

QDII

。 选择房地产行业的除诺安

基金外， 嘉实基金在

7

月底也上

报了名为境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

金的产品， 鹏华于

5

月下旬上报

了美国房地产基金。

“虽然

QDII

起步较晚， 但

已迅速形成不同特色的投资标

的， 吸引了对某一特定行业有兴

趣的投资者。” 前述产品负责人

士表示， 相对而言， 国内基金公

司数量众多， 各家公司在

A

股市

场投资标的选择上日渐 “资源枯

竭”， 新的能够适合产品投资的

优异标的成为各家争抢的范畴。

市场刚站稳 未到抄底时

证券时报记者 张新

大摩华鑫：

美债信用评级遭下调

不具有实质性影响

大摩华鑫基金固定收益投资

部副总监、 大摩强债基金经理汝

平认为， 评级遭下调并不具有实

质性影响。 美国的基本面并不会

因信用评级的下调而发生实质性

变化。 汝平强调， 美债信用降级

并不会导致类似

2008

年金融危

机后的全球债券市场的深幅调

整。 评级下调至

AA+

后违约风

险依然很小， 即使抛售也不会出

现无人接盘的问题， 况且仅标普

一家下调评级， 穆迪和惠誉仍给

予

AAA

评级。 从评级下调之后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

可以看出， 评级调整的影响并不

大， 对经济的担忧导致避险情绪

上升推动美元回流， 相应降低了

国债收益率。

长城基金：

市场短期企稳 反弹可期

近期国内外金融市场大幅震

荡， 长城基金认为， 市场短期企

稳， 反弹可期。

长城基金做出以上判断基

于三方面原因， 首先， 短期政

策重点在维稳， 对于当前国际

经济金融形势 ， 决策层强调

“观察” 与 “防范风险”， 稳增

长再次回归首位。 虽然政策将

要放松还为时尚早， 但结构性

松动可以预期。 其次， 流动性

阶段性好转。 如果政策结构松

动可期， 则信贷、 债券市场可

见端倪。 最后， 近期市场几个

交易日的巨幅下挫， 本身就有

反弹需求。

长城基金建议， 投资者可适

当参与， 重点关注低估值周期的

地产、 银行、 汽车、 机械以及景

气可持续的板块和主题如保障房、

水利和超跌的成长股。

泰信基金：

勿轻易抄底以防御为主

泰信基金建议，

A

股投资者

目前应多看少动， 不要轻易抄

底。 行业选择以防御为主。

泰信基金表示， 市场的反应

已经过度。 美国国债市场依然是

世界上流动性较好、 安全性较高

的市场。 但在市场情绪尚未完全

释放前

A

股投资者应多看少动，

不要轻易抄底。 行业选择方面以

防御为主。 在整体市场担忧经济

前景不确定的时候，

A

股市场中

具备确定性成长的行业值得配置。

确定性增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大

消费类， 具体包括食品饮料、 商

业贸易、 纺织服装和农林牧渔。

同时关注黄金股投资机会， 避险

资金可能持续推高金价。

标准普尔下调美国

主权信用评级， 全球资

本市场笼罩在阴影之

下。 基金界认为， 美国

国债信用评级遭下调不

具有实质性影响，

A

股

投资者需要稍安勿躁，

慎言抄底。

翟超

/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