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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东吴基金彭敢：

专注双三角红利

成长股或迎新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 李沪生

“我爱看

NBA

，但不只是看

一场比赛的输赢， 更多的会关注

球队的运作， 包括转会、 管理层

等。 ” 东吴基金彭敢认为观察

A

股市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角度，

公司运营、 人才管理等比财务报

表更让他关注。

彭敢加盟东吴基金后管理的

首只基金—————东吴双三角股票

型基金正在发行， 该基金以成长

股投资为特色， 同时投资港股通

标的以分享港股盛宴。彭敢认为，

未来市场将逐渐进入“牛长熊短”

模式，成长股表现会更加突出。

双三角经济格局稳定

东吴双三角基金是一只主题

型产品， 这与以往彭敢全市场投

资的作风有些不一样。 虽然投资

范围不同，但核心都是成长股。彭

敢认为，近年，作为中国经济三大

“增长极”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

角洲和京津冀经济带都形成很强

的吸引力，长三角、珠三角更多的

是以创新型企业、 民营企业所驱

动，而京津冀主要由央企、国企以

及传统产业所驱动。 彭敢更看好

未来长三角、 珠三角创新驱动模

式所蕴藏的增量空间。 这个区域

的上市公司数量占据

A

股市场

的近半壁江山， 产业布局较为完

整，公司治理水平更高，经济效益

相对较好。

在确定了双三角的主基调

后， 彭敢在操作上也会发挥他积

极进攻的特色。“一家企业能看到

3

到

5

年的增长才会成为我的核

心投资品种， 但这部分可能只占

持仓的

50%

多，另外还会寻找一

些可以在短时间提供收益的部

分。 ”如果对企业的方向确定，彭敢

会快速增加仓位，而非一步步布局。

三方向把握成长股良机

彭敢对未来市场比较乐观，认

为虽然经济增速较之前降低， 但是

下台阶的速度趋于平缓。 而随着经

济体量的攀升， 不可能奢望继续保

持

10%

以上的增速。 整体而言，中

国经济快速回落的过程已基本完

成。 未来资金将会是一个大量财富

追逐少量优质资产的局面， 中国资

本市场进入一个“长牛”和“慢牛”的

结构性变化过程， 之前那种暴风骤

雨似的大涨大落已不会出现。

彭敢表示， 今年的蓝筹股行情，

是市场受到前几年挤压后充分释放

的结果，目前看释放得已经有些超预

期。“如果以

100

作为价值衡量标准，

目前的估值已经达到了

130~150

，虽

然仍未到

200%~300%

的泡沫程度，

但还是会有一个顺势发展的过程，值

得警惕。 ”

彭敢认为，经过两年多的调整，

中小创已基本调整到位， 未来比蓝

筹股有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

2015

年以来的成长股下跌， 彭敢认为可

能是由于中国互联网发展和渗透的

节奏放缓， 边际上看不到继续增长

的空间。“需要一个新的产业或者技

术趋势来推动进一步的扩张， 人工

智能和新能源汽车将会是两个明显

的方向。 ”

彭敢将当下成长股投资划分出

三条主线， 一是以人工智能和新能

源汽车为主线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开

发、应用；二是积极投入国际化发展

的优质企业； 三是供给侧改革带来

的行业格局的改变，当前阶段，各行

业都走向成熟， 龙头企业继续收割

主要的利润， 这也是未来成长股投

资的一个主要方向。

华商基金李双全:�

以时间换空间

获取中长期绝对收益

证券时报记者 孙晓辉

华商基金一向注重对基金经

理的内部培养，李双全便是在公司

内部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基金经理，

目前担任华商基金投资管理部副

总经理，并管理着华商双驱优选与

华商领先企业两只偏股混合基金。

通过相对均衡的配置，持有景

气行业的优质龙头或潜在龙头，以

时间换空间，来获取中长期绝对收

益，是李双全对投资的追求。

李双全

2010

年初进入华商基

金，从研究员做起，先后涉及房地

产、大金融以及建筑建材等领域的

研究。 在做研究员时，李双全在房

地产行业低谷时，挖掘出一只十倍

牛股，让公司获利逾

10

亿。

李双全是一个典型的自下而

上选股的基金经理，他的基金重仓

股多数持仓时间较长，与流行的追

逐热点、博取阶段性收益不同，李

双全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标准和

逻辑选股，在相对有前景的行业中

找到较好的龙头公司，获取成长性

收益。 “我的投资目标是希望通过

相对均衡的配置，持有优质或者潜

在的行业龙头，以时间换空间来获

得中长期绝对收益。 ”

李双全的持仓风格以均衡配

置为主

,

并不过分青睐某个行业或

板块。 在结构性特征明显的市场，

这反而成了一种优势，其管理的基

金净值即便在极端行情中也没有

出现较大波动。

除了选股能力， 李双全也很

看重持股心态。 在不同的市场环

境下坚守自己的判断，对基金的净

值稳定向上很重要。以华商双驱优

选与华商领衔企业的头号重仓股

京东方

A

为例，报告显示，去年四

季度开始该股便进入两只基金的

前十大重仓股，并一直持有至今。

目前来看， 这只个股逐渐获得市

场关注和认同， 给基金贡献了不

小的收益。

李双全表示，目前他重点关注

的行业也是全球范围内有较大优

势和潜力的行业， 比如生命科学，

包括生物制药、大健康和养老是他

重点研究和配置的一个方向。 此

外，他对高端制造业以及教育培训

行业也中长期看好。

“去年年初，我们就觉得市场重

心会逐渐上移， 进入一个相对比较

正向的循环。 今年这些特征更加明

显，很多主题和热点一直在演绎，从

去年市场机会比较少， 到今年漂亮

50

、 周期、 白酒等蓝筹板块逐一表

现，说明市场风险偏好在不断提升，

市场热点不断扩散。在这个过程中，

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这个市

场，相信后面行情会不断向前推进，

赚钱效益会越来越明显。 ”

不过，李双全也认为，新增资

金入场后会重新寻找风险收益比

更好的标的，对于前期涨幅过多或

市值过大的公司，市场的注意力可

能会转移。

2017

年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

间，李双全认为，年底往往是阶段

性资金成本较高的阶段，市场会受

到一定的扰动，但这种阶段性扰动

并不影响中长期市场向好。

9只基金今年收益率超60%�年度冠军争夺激烈

证券时报记者 刘芬

今年以来，大盘整体涨势虽不明显，

但多只主动偏股基金把握住了结构性行

情， 取得突出业绩，

9

只主动偏股基金今

年以来净值增长率超过

60%

。在仅剩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 这些基金将会向年度冠

军发起冲击。 而具备问鼎潜力的基金如

此之多、差距如此之小均为近年来少见。

2017

年度冠军之争预计将会非常激烈。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11

月

21

日，今

年以来共有

9

只主动偏股基金的净值增

长率超过了

60%

， 东方红睿华沪港深以

68.83%

的收益暂居第一，东方红沪港深

以

67.57%

的单位净值增长率仅随其后，

易方达消费行业以

66.17%

的收益位列

第三；此外，国泰互联网

+

以微弱差距排

在易方达消费行业之后， 期间收益为

66.16%

；东方红睿轩沪港深、交银稳健

配置混合

A

、东方红中国优势、华安策略

优选、 华宝海外中国成长今年以来的业

绩分别排在第五至第九位， 收益率在

60.35%

至

63.56%

之间。

业内人士表示， 这些基金突出的业

绩表现主要在于抓住了今年的热门行

情， 他们的十大重仓股多为今年以来的

绩优股。 从基金三季报披露的持仓情

况来看， 目前领先的东方红睿华沪港

深重仓了伊利股份、美的集团、吉利汽

车、宇通客车、三安光电、海康威视、立

讯精密、分众传媒、格力电器及绿城服

务；截至昨日，伊利股份年初以来的涨幅

达到

87.65%

，海康威视今年以来更是上

涨了

166.47%

， 美的集团今年以来也取

得了翻倍行情。 排在第二的东方红沪港

深同样重仓了伊利、美的、海康威视等牛

股。 排在第三的易方达消费行业抓住了

消费股的行情， 前十大重仓股有贵州茅

台、五粮液、美的集团等。

值得一得的是，

9

只业绩超

60%

的主

动偏股基金，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旗

下产品占了

4

席，分别是东方红睿华沪港

深、东方红沪港深、东方红睿轩沪港深、

东方红中国优势。这

4

只基金的持仓具有

趋同性，伊利股份和美的集团占据

4

只基

金前十大重仓的首两位； 海康威视亦在

三季度得到东证资管的偏爱。 三季报数

据显示，东方红睿华沪港深持有

1685.78

万股海康威视 ， 东方红沪港深持有

858.47

万股， 东方红睿轩沪港深持有

225.26

万股，东方红中国优势持有

839.78

万股，四只基金共持有

3609.29

万股海康

威视。

对比来看，

9

只基金业绩差距非常小，

第一名与第九名仅相差

8

个百分点， 相临

排名的收益差距最多也不到

3

个百分点。

由于绩优基金普遍以重仓消费股为主，多

位基金经理表示看好四季度的消费股行

情。如果消费股、周期股及大盘蓝筹行情

仍在年底前延续， 当前

9

只收益超

60%

的

主动偏股基金的年度排名争夺将十分激

烈，谁能摘得王冠仍需拭目以待。

新规实施近1年 26家基金子公司增资额达66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去年

12

月

15

日，基金子公司新规开

始实施，其中要求基金子公司净资本不

得低于

1

亿元。 在过去的近

1

年时间里，

多家基金子公司陆续增资以满足监管

要求。根据证券时报记者的统计，新规

实施后， 已有

26

家基金子公司实施增

资，合计金额超过

66

亿元。

四季度密集增资

近期， 业内规模较大的基金子公

司———民生加银旗下民生加银资产的

增资引人注目。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

的注册资本金从此前的

1.25

亿元提升

到

6.68

亿元。此次增资后，公司股东民

生加银基金、民生置业、亚洲金融合作

联盟的出资额分别为

34068

万元、

16366

万元和

16366

万元， 占比

51%

、

24.5%

、

24.5%

， 达到新规对于基金公司必须控

股子公司的要求。 在此次增资之前，民

生加银基金持有民生加银资产的比例

为

40％

，虽是大股东，但没有控股地位。

此外，

11

月份， 国金基金旗下北京

千石创富资本也获得增资，注册资本金

由

2000

万增加到

1

亿元。 金元顺安基金

公司旗下上海金元百利资管增资约

1.45

亿元，目前注册资本金达

1.75

亿元。

而四季度以来最大一笔增资来自

博时基金旗下的博时资本，

10

月

24

日，

博时资本的注册资本金从

1

亿元增加到

8.5

亿元，增资额达到

7.5

亿元。

四季度增资的还有新华富时资产，

在

10

月份完成的增资中， 资本金从

1.8

亿元增加到了

3.08

亿元。上投摩根旗下

的尚腾资本、国开泰富旗下国开泰富资

产管理也在

10

月份增资， 分别增资

1

亿

元、

0.8

亿元，增资后注册资本金分别达

到

1.6

亿元和

1

亿元。

根据统计，基金子公司新规实施以

来，已有

26

家基金子公司增资，合计增

资额达到

66.29

亿元。 若统计

2016

年和

2017

年两年的增资情况，已有

36

家公司合

计增资额超过

73

亿元。

今年最大的增资来自银行系基金子公

司工银瑞信投资和建信资本， 今年

4

月，工

银瑞信投资资本金由

2

亿元增至

12

亿元；建

信资本也在今年

5

月将注册资本金从

5000

万元增至

10.5

亿元，均是

10

亿元级别。

多笔增资在途

在这一轮增资之后，仍有

10

余家基金

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

2000

万。由于不少

基金子公司净资本“缺口”较大，预计还将

有

10

亿级别的增资出现。

根据新规，对子公司增资实施新老划

断。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存续的业务规模不

予计算风险资本准备；给予

18

个月的过渡

期，规则实施后第

12

个月、第

18

个月，子公

司各项风控指标达到规定标准的比例应

分别不低于

50%

和

100%

； 适当支持过渡

期内的增资安排。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大部分子公司

通过存量业务到期、调整产品结构、补充

资本等方式，能够符合监管要求。“对于目

前规模较大的基金子公司， 增资是必然的

选择。”一家基金子公司人士表示，他所在

公司的规模较大，增资预计今年可以完成，

增资额度可能在

10

亿元左右。

另一家基金子公司人士也表示，目前

该公司业务规模不断下滑， 也在计划增

资，应该可以覆盖目前的业务规模。记者

获悉，目前不少基金公司都在积极沟通增

资事宜，争取在“过渡期”内达到新规对净

资本的要求。

有基金子公司人士指出，增资只是转

型过程中的一步。按照新规，子公司在业

务模式、人员结构、经营思路等方面都要

进行调整。资产证券化和股权相关业务是

目前基金子公司发力的两大方向，

PPP

、

FOF

、固收、供应链金融、海外投资、另类投

资等特色业务也是不少公司发力的重点。

恒指重返3万点 基金经理谨慎乐观

证券时报记者 应尤佳

昨日，恒生指数跳空高开，全天小

幅波动，最终收于

30003.49

点。这是恒生

指数十年来首次站上

30000

点。 而在恒

指重回

30000

点之际，

2007

年成立的首

批

QDII

基金也已经有一只回本。面对港

股大涨，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基金经理

表示，对港股后市保持乐观。

恒生指数前一次登上

30000

点是在

2007

年

10

月

30

日。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国内首批四只

QDII

， 南方全球精选、华

夏全球精选、嘉实海外中国股票、上投

摩根亚太优势混合基金扬帆出海。但

是，随后由于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引发全

球性金融危机，港股、美股迎来大熊市，

这些基金净值随之大幅下挫。

今年以来， 随着港股市场的大幅

反弹，

QDII

基金整体业绩表现抢眼，首

批

QDII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根据

Wind

数据， 华夏全球精选今年以来回

报率达到

46.16%

， 嘉实海外中国和上

投摩根亚太优势今年以来的回报率分

别达到

39.1%

和

35.36%

；南方全球精选

的年内收益率也有

18.15%

。但是，从上

述

QDII

成立以来表现看， 只有华夏全

球精选实现了成立以来的正收益，华

夏全球精选自成立以来回报为

12.4%

，

其余三只基金还未回到面值。

对于港股市场的连续上涨，记者采

访了多位公募、私募基金经理，他们的

看法比较一致，大多认为港股还会继续

上涨，但波动将会加大。

上海一位公募基金研究总监认为，

港股上行已一年有余，而这一涨势不会

轻易改变。他表示，从资金面情况来看，

2012

年到

2016

年期间，海外资金因避险

需要而持续流出港股，过程长达四年之

久，这也导致了港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估值不断下跌。 但是从

2016

年之后，

全球资金开始回流港股和国内市场，尤

其是港股， 由于香港市场更趋国际化，

成为全球资金回流的首要市场。这样的

资金流动趋势一旦形成不会在短期内

完成———上一轮流出周期长达四年，现

在的流入周期时间也不会短。 而且，不

止是海外资金，国内南下资金也在持续

流入港股， 正是这两部分资金的合流，

从资金面上推动起了港股的上涨。

而另一位基金经理也认为，港股的

上涨周期还将继续。现在港股的估值总

体仍低于

A

股， 仍然具有比价优势。而

且， 港股的资金增量依然非常明显，在

这样的趋势下，虽然港股估值不断被提

升，但市场向上过程还远没有结束。

在港股熊转牛的转折点上，重仓投

资港股的长见投资总经理唐祝益表示

非常看好港股。现在港股市场在渐渐摆

脱离岸市场的定位，向本土市场方向发

展。而且港股市场对于内地蓝筹公司的

定价更加合理，更能反映中国经济基本

面的特性。目前香港市场的总体成交维

持在千亿左右，远没有出现牛市疯狂阶

段的特征，未来还有上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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