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来源：Wind�江沂/制表 官兵/制图

A11

主编：朱景锋 编辑：江沂 2018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二

Tel:

(0755)83517134

Fund

基金

北京和聚投资黄弢：

今年中证500表现会更好 聚焦细分领域龙头

证券时报记者 吴君

“受到政策等因素影响，近期市场对

成长股的风险偏好度明显提升， 今年我

们认为以中证

500

为代表的中等市值股

票表现会更好，看好环保、新能源、化工、

高端装备制造、

TMT

等细分行业的龙

头。”北京和聚投资首席策略师黄弢在接

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看好中盘细分龙头

黄弢认为，

A

股变化很快，影响因素

多元，想要准确把脉，踏准节奏，赚到当

前最符合市场风格的钱几乎不可能，所

以专业投资人只能界定好自己核心的能

力圈， 不断加固，“比如去年

5

月公司产

品出现一定回撤， 我们当时研究后选择

坚守并微调组合， 将基本面发生较大变

化的卖掉， 集中加仓到性价比更好的品

种，包括环保、化工、周期品和

TMT

里面

超跌的公司。从去年三季度市场表现看，

走势跟我们研判比较一致， 这些股票反

弹力度非常可观。 ”

相比大行业龙头，这两年和聚更愿

意将投资重点放在市值

200

亿

~800

亿

的一些细分行业的龙头上。 黄弢坦言，

和聚投资文化偏进取，更愿意通过深度

研究， 去寻求行业潜在增长空间更大、

成长性更强的公司，他们在未来更有机

会成长为卓越企业，“从常识上，企业从

普通到卓越的过程中带来的复合回报

会更高”。

黄弢表示， 去年茅台等大龙头的上

涨更多是估值提升的贡献， 再加业绩增

长带来的双升， 今年大概率只能赚业绩

增长的钱。 但环保、高端制造、新能源和

TMT

等领域， 还没有到寡头垄断的时

候，而是正在出现细分行业的龙头。

黄弢坦言，和聚产品的收益核心来

源在于选股，而不是择时。 据了解，为了

寻求确定性的重仓投资机会，和聚投研

体系建设以少而精为原则，聚焦在有研

究优势的领域做深度研究。 黄弢介绍

说，和聚认为长期超额收益的产生一定

是来自于管理人对投资品种的超额认

识，通过深度研究出来的成果，确定性

和可复制性更强。 另外，和聚要求“投资

过程不允许有瑕疵”， 对于投资结果则

保持一定的宽容，“成长股投资需要穿

透未来的迷雾， 但未来从来不可测，你

往往很难知道它是

1997

年的长虹还是

2003

年的腾讯” 。

同时， 和聚注重选择盈利和估值匹

配的股票。黄弢说，“盈利估值匹配，表明

当下是安全的，损失的最多只是时间，未

来只要基本面分析正确， 时间将成为我

们的朋友。 ”据了解，和聚的核心持仓投

资周期偏长，大概

1

年到

3

年，希望通过

深入研究，寻找预期差较大的股票，同时

在相对可控的范围内，进行逆向加仓。另

外，和聚也会利用资产价格变化的节奏，

来做顺势而为的操作，平衡短期和长期。

市场提升成长股风险偏好

今年初创业板反弹幅度较大， 市场

纷纷猜想，成长股的春天是否来临？黄弢

告诉记者，“从全年格局来看，偏成长类、

中等市值的标的可能会比整个大盘更好

一些。 当前大蓝筹的估值修复已经基本

完成，上证

50

和中证

500

的估值水平处

于历史的均衡附近，但上证

50

的业绩增

速没有中证

500

高， 所以从配置角度来

说， 中等市值的优质成长股机会更多一

些。 ”

黄弢也认为， 虽然短期受到政策影

响，创业板反弹较猛，但这并不可持续，

未来创业板公司仍要分化， 多数公司继

续下跌。 “但有一点是有利于成长股的，

就是注册制延期、独角兽回归等，将提升

市场对成长股的风险偏好， 改善市场的

氛围。 ”

从行业的中观来看， 未来两到三年

和聚比较看好环保、新能源、高端装备制

造、化工、

TMT

、大炼化等行业的发展空

间。黄弢举例，比如环保行业政策非常明

确，生态指标会纳入到考核体系，去年通

过全国环保核查把不合规的直接关掉，

但治标不治本， 而今年要把环保体系理

顺，进行综合治理，企业也会从经济效益

上把账算过来。另外，新能源汽车可能是

在所有行业里面未来增量最大的一个领

域， 去年新能源汽车国内是

70

万销量，

2020

年规划是

200

万辆， 未来

5~10

年

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三大医药指数创反弹新高 公私募基金看好龙头股行情

证券时报记者 赵婷

2

月中旬以来， 医药板块涨幅迅

猛。 截至

3

月

19

日，沪深

300

医药等

指数纷纷大幅跑赢大盘， 甚至创出新

高。在公私募基金人士看来，资金驱动

并不足以解释这一波医药行情， 其核

心逻辑还在于政策改善和行业复苏。

未来医药行情仍将持续， 但个股会表

现分化， 细分行业的龙头个股将表现

强势。

三大医药指数创新高

内在逻辑支撑板块升温

3

月

19

日， 沪深

300

医药指数单

日涨幅

3.15%

，盘中触及

11016.01

点，

创出历史新高。 而从

2

月

12

日至今，

该指数涨幅已达

17.54%

。同期，中证医

药指数涨幅

16.01%

， 国证医药指数涨

幅已达

17.01%

，均创下近两年新高。相

比同期，上证指数涨幅为

4.77%

。

从个股来看，恒瑞医药、科伦药

业、 华东医药等多只医药龙头个股

的股价亦创下了新高。 此外，还有更

多“弹药”在进入医药板块的路上。

基金发行方面已有升温， 除了目前

正在发行的国投瑞银创新医药基

金， 目前正在审批的还有工银瑞信

医药健康行业股票型基金、 华润元

大医疗保健量化混合型基金、 华夏

逸享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汇

添富创新医药主题混合基金等多只

医药主题基金。

有投资人士表示， 医药板块上

涨的逻辑在于资金的 “跷跷板”效

应， 趋势投资者从去年涨幅较多的

白马蓝筹股中撤出， 选择了相对低估

的医药股。

不过，在广发医疗保健基金基金经

理邱璟旻看来， 资金驱动只是结果，医

药行情背后有内在逻辑支撑。

邱璟旻表示，近期医药股热度提升

总体源于三个因素，第一是行业复苏的

现象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2013

年

之后， 行业承压， 企业增速下滑，

2016

年四季度到

2017

年二季度筑底， 之后

基本上呈现缓慢抬升的趋势。 第二，政

策改善，行业正本清源。第三，股票估值

合理甚至是低估，机构配置比例低。 大

部分的医药行业龙头企业市盈率基本

在

25~30

倍之间，即便是创新药企业估

值相对较高，但如果用价值投资所倡导

的现金流折现法来看，也不算贵。

理成资产合伙人杨玉山认为，这波

上涨行情主要体现在创新药研发能力

很强的医药股，是市场追逐医药研发能

力强的公司的一种表现。

杨玉山表示，用资金驱动来解释医

药股的上涨有些牵强。虽然趋势投资者

可能从周期股换仓到医药。分析其深层

逻辑，第一，“健康中国”战略，人口老龄

化，都令市场看好医药产业发展。第二，

从政策角度来看，

2016

年以来，食药监

局推出了药品优先审评机制，资源向创

新药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低价仿制药

倾斜。 政策有助于市场集中度提高、愿

意花钱做研发的企业受追捧。 第三，从

外围市场看，港股、美股市场都在关注

创新药，形成了大的氛围。

农银医疗保健股票基金经理赵伟

也认为，治疗性药品和创新药品正在享

受政策红利， 这种企业基本面在转好，

资金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

行情持续上涨

个股分化龙头受益

在上述基金经理看来，医药行情将会

持续上涨，不过，尽管相关指数走高，但未

来个股会分化，龙头个股依然会强势。

杨玉山表示，行业优胜劣汰，更有

利于龙头企业。 从前期行情来看，医药

股也是体现龙头领涨的趋势，各个子领

域的龙头企业涨幅较大。

邱璟旻称，医药板块将此开启大级

别的上涨行情，并将会持续

1~2

年的时

间周期。 “这一轮的表现还是以价值投

资为主，先是龙头企业上涨，后面会稍

微有所扩散，但扩散程度有限，行业会

分化，即便是扩散，也是扩散到踏踏实

实做事，用现在的估值方法可以去评估

的公司当中。 ” 邱璟旻表示。

从细分行业和看好的方向来看，邱

璟旻表示，第一看好创新药产业链企业

以及医疗器械，第二是医疗服务，第三

是有稳定的持续高增长的企业，第四是

有新商业模式的企业。

赵伟也判断， 分化的行情在持续，

以创新为代表的企业更多是

3~5

年前

的持续研发期到了收获期，这个过程不

是一蹴而就的，所以行业更多是前期投

入的兑现。 细分板块中更看好创新药

（包括疫苗）、医疗服务板块。

不过， 也有私募投资人士提示风

险，该人士表示，市场对创新药的预期

太乐观，更多的在看收益，而一定程度

上忽视了风险， 药品研发是有风险的，

从临床试验到上市后，随时都有可能被

淘汰。 不过，创新药有风险，并不代表创

新药的行情结束，现在市场没有明确方

向，可能会持续关注创新药板块。

医药主题基金业绩亮眼

2月中旬以来， 医药板块一路高歌

猛进。 医药基金的业绩表现也可圈可

点。 根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16

日， 可统计的 67 只跟踪医药指数的基

金今年以来平均净值增长率为 2.73%，

明显跑赢上证 50（1.29%）和沪深 300

（1.08%）年初至今的收益率。 其中，交

银医药创新以 7.97%的回报率排名第

一， 回报率超 7%的还有中邮医药健康

以及汇添富医疗服务，唯一一只以沪深

300 医药卫生指数作为基准的被动型指

数基金易方达沪深 300 医药卫生 ETF 以

6.28%的收益率排名第四。

实际上，过往两年，医药板块表现相

对落后，不少机构认为，今年以来的医药

板块演绎的是补涨行情。 早在去年年底，

就已有公募基金开始布局医药板块。 证

监会官网公布的信息显示， 诺德基金

2017 年 11 月份申报了医药量化基金，工

银瑞信和汇添富也分别于今年 1 月份和

2 月份申报医药类主动管理型基金。

（朱文君）

中邮创业基金总经理周克不幸辞世

由董事长曹均代为主持工作

证券时报记者 李树超

3

月

20

日，中邮创业基金（以下简

称中邮基金） 发布公告称， 中邮基金董

事、总经理周克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

效，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不幸去世，享年

45

岁。 公司总经理的日常工作暂由公司

董事长曹均先生代为主持。

12年的公募老兵谢世

公开资料显示，自

2006

年

5

月

8

日

中邮创业基金创立伊始， 周克就挂帅坚

守，至今已有

12

年。在中邮基金官网上，

现在仍然保留着周克的 “总经理致辞”

———坚持“持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宗旨，

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 追求基金资产的

中长期稳健成长， 努力为持有人创造优

异、稳定而持久的回报。

公告显示，在履职期间，周克恪尽职

守、勤勉尽责，以勤恳敬业的态度履行了

作为董事、总经理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在

公司及董事会规范运作、战略发展、公司

治理等方面发挥了杰出的作用， 为公司

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为中邮基金的灵魂人物，周克一

手将中邮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募打

造成资产管理规模居前、管理特色鲜明

的基金公司， 并带领中邮基金在

2015

年挂牌新三板，成为业内首家挂牌的公

募基金。

在周克任职期间， 中邮基金以事业

部模式为具有鲜明投资风格、 业绩行业

领先的基金经理打造 “投资工作室”，建

立“多元精品店”资管平台，公司的机制

改革和投资风格都具有鲜明的特色。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中

邮基金以

438

亿元规模， 在

123

家公募

机构中位列第

55

位。

“寿终德永在，人去范长存。”据业内

人士称， 周克为人极具个人魅力，“虽然

一直非常坚强地与病魔抗争， 但他工作

勤奋，非常敬业”；中邮基金筹备之初资

金相对紧张， 周克曾经自掏腰包给员工

发工资； 在

2012

年遭受投资者质疑时，

周克回应：“如果我死了就算了， 但凡我

还有一口气在， 我就一定要把投资者的

钱赚回来。 ”

董事长曹均

代为主持工作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因故不

能履行职务的，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决定由符合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条件的人员代为履行职务， 并在作

出决定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报告。

周克去世后， 导致公司总经理职务

空缺，公司公告称，中邮基金将根据相关

规定尽快召开董事会， 确定符合条件的

人员代为履行职务， 并及时向中国证监

会报告。在此期间，公司总经理的日常工

作暂由公司董事长曹均先生代为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全体

员工将继续致力于公司发展， 公司的经

营活动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资料显示， 曹均曾任中央财政金融

学院教师、 北京京广中心有限公司中方

财务总监、 日本大和证券北京代表处代

表、北京利达行房地产集团副总经理、北

京永事达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 首创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

监、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偏债混合基也爆款

东证创优现比例配售

证券时报记者 章子林

偏债混合基金也现比例配售。

上海东方证券资管今日发布公告

称， 截至

3

月

15

日，“一日售罄”

的东方红创新优选三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基金（以下简称“东证创优”）总

共获得

24.5

亿的申购金额，超过

20

亿元认购限额，并采取“末日比例确

认”原则，最终确认比例为

81.64%

。

这也是近几年来较为罕见的偏债混

合基金比例配售案例。

本月

15

日，东方红创新优选销

售

1

日即告售罄，据了解，这是一只

偏债混合基金， 以固定收益类资产

为主要投资标的。 在去年东方红多

只偏股基金产品“一日售罄”的盛名

之下， 这只偏低风险的基金也不负

众望，认购资金超过

20

亿元限额，

符合“末日比例确认”条件，据计算，

该基金的确认比例为

81.64%

。

事实上，在东证创优之前，其基

金经理饶刚管理的另一只偏债混合

基金也出现过比例配售情况，

2017

年

12

月

12

日， 东方红目标优选三

年定开混合开始募集，仅募集一天，

当天有效认购申请金额约为

18.51

亿元，根据相关规定，比例配售的确

认比例约为

54.02%

。 而更早之前，

2017

年

11

月

8

日， 东方红睿玺正

式发行，短短一天之内，该基金就募

得约

178.22

亿元的资金，配售比例

约为

11.22%

。 配售比例在公募行业

算是创下新低。

偏债基金实行比例配售的情况

较少， 仅在

2015

年

A

股市场大幅

下挫，权益类基金发行遇冷之际，固

定收益类基金出现小范围的火爆场

景，其中以保本基金较为受欢迎。当

年

10

月发行的南方顺达保本、国投

瑞银境煊保本基金均提前结束募

集，并启用比例配售，前者确认比例

为

13.93%

。 此外，受限开放的博时

双月薪也出现净申购， 并对净申购

申请进行比例配售， 确认比例为

50.88%

。

鹏华策略回报收益领先

去年

9

月

6

日成立后， 鹏华策

略回报抓住消费等行业白马股行

情， 净值得以快速提升。 其近

3

个

月、 近

6

个月回报分别为

14.39%

、

26.36%

，均位于同类前

1%

。 该基金

业绩表现极为出色， 得益于基金经

理王宗合优秀的主动管理能力。

数据显示，王宗合管理的鹏华策

略回报在回撤控制上明显优于同类

产品，截至今年

3

月

16

日，全市场混

合基金加权平均回撤为

10.91%

，而

鹏华策略回报回撤仅为

4.58%

，显示

其在市场下行时相比同类产品显著

减少了投资者损失。 （方丽）

海富通孟宁：组合相对均衡

海富通香港子公司副总经理

兼投资总监孟宁表示，从近期市场

环境来看，他更看好相对均衡的组

合配置，看好估值水平与业绩具有

确定性的品种。 孟宁认为，经过

2

月的调整，目前市场处于相对均衡

的状态。部分小市值股票已大幅反

弹，大市值股票也逐渐回到相对合

理的估值区间。 因此，小股票已不

具备长期的上涨趋势。 但目前市场

上的新发产品和资金追逐或短期内

利好小股票。 整体而言，今年市场在

均衡配置的前提下， 收益率预期较

去年或将有所调整。

孟宁认为， 当前情况下银行板

块的基本面相对健康， 经济复苏的

过程中坏账率修复明显， 估值也相

对安全。 （应尤佳）

基金经理认为，医药行业正度过“阵痛期” ，

行业逐步复苏。 另一方面，国家对创新药企的扶持

政策，令市场的风险偏好得以提升，加上前两年医

药行业相对滞涨，板块轮动作用之下，避险资金从

涨幅较高的行业撤出，转而进入该板块，医药行业

出现了久违的行情，并有可能具备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