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朱景锋 编辑：张洁 2019 年 8 月 20 日 星期二

基金 Fund A7

Tel:(0755)83501646

政策利好深圳本地公司 公募基金战略布局科技股
证券时报记者 李树超 方丽

工银湾创ETF低费率发售

受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形成
机制改革完善，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 《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等利好提
振， 昨日，A股市场三大股指纷纷走
强，股市呈现久违的普涨局面。
多位基金公司人士认为， 考虑到
整个市场处在阶段性的底部区域和投
资者风险偏好提升，“
8 19” 行情不会
是一日游， 当前仍然是战略建仓科技
板块的好时机。

南方华夏广发各有1只同类产品待批
证券时报记者 刘芬

●

政策利好深圳本地股
多家基金公司认为， 昨日A股大
涨主要受到周末改革信号密集释放和
国外市场逐渐企稳利好影响，LPR形
成机制改革、 深圳被定位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因素合力推升
股市快速上涨。
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招商基金、
前海开源基金、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等认为， 尽管近期全球股市动荡加
剧，A股仍走出了独立的上涨行情。
从海外因素看， 主要是外部局势扰
动方面在关税加征实施上释放善
意，贸易摩擦出现缓和信号，全球市
场的避险情绪有所缓解； 从国内因
素看，中国经济保持了一定韧性，央
行完善LPR机制以降低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 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对国内资
本市场释放了一定的政策利好；从A
股自身看， 部分板块个股的半年报
业绩超出预期， 提振了投资者信心
及市场风险偏好。
广发基金表示，从短期来看，中央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LPR定价机制的完善以及此
前科创板的推出， 这些改革信号持续
释放，提升市场对改革的预期，抬升市
场的风险偏好， 从而有助于市场短期
筑底反弹。从长期来看，支持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政策的
推出， 显示中央坚持强调高质量发展
以及金融开放与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不
动摇， 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的发展是资本市场实现长期繁荣的
前提条件。
中融基金研究部执行总经理寇文
红也表示， 近期改革举措密集出台形

翟超/制图

成股市的利好因素。寇文红分析，深圳
先行示范区的定位超越市场预期：一
是对深圳提出的2035年发展目标较
高， 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深圳发
展的期许； 二是提出在深圳率先建设
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
系， 包括在深圳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
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格局、 助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 对新兴产业的
支持力度将超预期； 三是对深圳的民
主法治、民生发展、城市文明建设的规
划超预期。

A股具备估值优势
科技股投资机会被看好
谈及A股大涨后市场的走向，多
家基金公司认为， 市场短期反弹的高
度仍取决于政策是否持续发力、 改革
举措能否加快落地以及中美贸易摩擦
是否出现实质性缓解，不过，考虑到A
股估值在相对低位， 科技股的投资机
会更被看好。

金信深圳成长基金经理唐雷认
为，“
8 19”行情不会是一日游，目前整
个市场处在阶段性的底部区域， 是战
略建仓科技板块的好时机。
招商基金认为，A股近期持续调
整，对于诸多利空已有所消化，此前
已显现出相对于全球市场的韧性，未
来若托底和改革政策继续推进，则市
场风险偏好的提升仍有空间。 中期来
看，随着全球债券收益率的走低和人
民币汇率的趋稳，权益市场对于国内
外长线资金的配置性价比正在逐渐
显现。
浦银安盛基金表示，市场积极信
号增多，对A股估值形成支撑。 当前A
股市场处在历史估值底部区域，内外
部环境的边际改善是当前布局价值
股的良机，重点关注消费、医药、5G概
念、消费电子、农业、光伏等行业的投
资机会。
寇文红称：“
短期内， 先行示范区
政策对A股市场构成利好， 周一深圳
本地股大涨，电子、通信、计算机、传媒
等行业领涨，另外，最近两周，投资者
●

预期5G手机将开始放量， 资金开始涌入
TMT行业。 长期看， 随着有关措施的落
实，或将使相关行业长期受益。 ”
安信基金也表示，从结构上看，有关
政策利好深圳的上市公司， 看好五大行
业，一是5G、人工智能行业，二是数字文
化产业和创意文化产业， 三是数字货币
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四是通信、
医疗器械产业，五是海洋产业。
展望后市， 多家公募坚定看好科技
股。 博时基金表示，预计A股短期或将维
持偏强态势，市场将保持活跃，结构性机
会主要在于业绩驱动的科技行业， 以及
政策驱动的金融和环保行业等。
广发基金表示， 利好的领域和行业
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挖掘， 一是科技和
高端制造相关行业，包括5G、人工智能、
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 生命信息与生物
医药等； 二是金融开放和供给侧改革条
线；三是深圳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条线，
包括机场、港口、铁路、公路、航运等传统
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互联网、智慧城市、
网络安全所涉及的通信、 计算机等信息
基础设施的升级。

社保基金“
新宠” 曝光 偏好大消费和TMT个股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密集公布，
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组合
“
新宠”批量浮出水面，大消费和TMT
领域均有布局， 显示出社保基金调仓
布局新动向。
数据显示，截至8月18日，两市已
有794家公司披露2019年半年报，其
中，140家公司前十流通股东中出现社
保基金的身影，32家为社保基金二季
度新进。从行业来看，集中于计算机及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专
用设备制造业，分别有6家、3家、3家、3
家上市公司被社保基金重仓持有。
Wind数据显示， 嘉实基金管理

的社保406组合新进7只个股， 显示
正在积极调整持仓结构。 二季度，该
组合新进入山东药玻、我武生物、通
策医疗、亿联网络、吉比特、 九 阳 股
份、浙江鼎力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其
中，持有山东药玻1271.71万股，市值
约2.9亿元。
社保基金114组合二季度出现在
10只股票的十大股东之中， 其中，5只
个股为新进，分别为华正新材、亿纬锂
能、圣邦股份、伊力特、承德露露，二季
度末持有市值在4000万元至1.66亿元
之间。
易方达基金管理的社保基金407
组合也非常积极， 一口气新进了太辰
光、天山股份、思源电气、南大光电，分
别 持 有 176.19 万 股 、519.36 万 股 、

569.54万股、236.28万股。
广发基金管理的社保420组合二
季度新进日月股份和亿嘉和； 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1206组合也新进日月股
份，此外，还新进了南方传媒。
值得一提的是， 从二季度社保基
金新进品种来看， 较受欢迎的是双一
科技，社保502组合、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903组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303组
合均新进该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903
组合还新进了杭州解百， 持有103.29
万股。 502组合还新进金雷股份、福斯
特，分别持有9600万元、1.91亿元。
社保基金也各有独门偏好。 如鹏
华基金管理的社保404组合新进安图
生物、安井食品，持有市值均为1亿元
左右；博时基金管理的社保412组合新

进淮北矿业、天山股份、新泉股份、环球
印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301组合新进
动力源、恒源煤电，长盛基金管理的社保
105组合新进康龙化成和涪陵榨菜，博时
基金管理的社保103组合新进入大冶特
钢、中金黄金。 此外，南方基金管理的社
保401组合新进先达股份，持有300万股；
社保602组合新进北京君正、 金新农、旗
滨集团。
除了新进个股之外，一些社保还对
部分原持有个股大举增持， 如双汇发
展、我武生物、红旗连锁、西山煤电、荣
盛发展、大华 股 份 、 视 觉 中 国 、 伊 力 特
等。 整体来看，社保基金还重点布局大
消费， 也有一些组合开始调整持仓，布
局一些偏二线蓝筹，以及计算机、通信
等行业。

年内成立养老目标基金已达20只
证券时报记者 项晶
继华夏基金、 嘉实基金等公司之
后，银华基金近日设立了3只发起式养
老目标FOF。 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今
年以来以发起式形式设立的养老目标
基金已经增至20只。
8月17日，银华基金发布了银华尊
和养老目标日期2040、银华尊和养老目
标日期2030两只发起式养老目标FOF
的成立公告。 根据公告，上述两只基金
的锁定持有期为3年。 同样在上周，银华
尊尚稳健养老目标一年基金成立。 跟上
述两只基金一样，其为发起式养老目标

FOF，不过锁定期为1年。
事实上，今年前4个月多只发起式
养老目标FOF抢先成立。 据统计，今年
5月以 前 共 有 14 只 发 起 式 养 老 目 标
FOF成立，占到年内总额的70%，涉及
易方达、广发、华安、华夏、工银瑞信等
十余家基金公司。
此后的5月份， 又相继成立了兴
业养老2035、中欧预见养老2050五年
持有（
FOF）和汇添富养老2050五年持
有混合（
FOF）等3只发起式基金。而时
隔近3个月之后，市场上又见3只发起
式养老目标FOF， 且属于同一家基金
公司。

对此， 沪上一家公募产品部人士
表示， 虽然此前养老目标基金销售遇
冷， 但此类产品仍是较多基金公司大
力去布局的市场， 因为一旦被纳入个
人养老税延账户， 其未来规模空间可
期， 现在很多基金公司都是提前 “
占
位”， 继续等待税延政策出台。
“
养老目标基金是一个新品种，虽
然当前还不太受市场认可， 但只要做
出良好稳定的业绩，叠加税延政策，一
定能吸引很多投资者。”上海一家基金
公司人士表示， 以发起式形式设立养
老目标基金，时间短且更容易成立。
从统计数据看，易方达、嘉实、华

夏和鹏华等多家基金公司旗下有2只或
2只以上的发起式养老目标FOF。 加上
非发起式产品，迄今养老目标基金最多
的华夏基金，已经拥有6只产品。 此外，
银华基金、南方基金、中欧等基金公司也
有4只。
近日，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
会长钟蓉萨也在公开场合表示， 对于未
来政策把基金纳入个人延税养老账户中
去，公募基金行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截
至目前， 证监会试点的养老目标基金一
共获批了70多只产品， 已经发行了49只
产品，目前的规模超过150亿元，投资者
将近150万人。

正值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
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之际，国内首
只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投资的跨境
—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工银瑞信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ETF也于8月19日起正式发行。
为了提升吸引力， 该ETF降低了各
项费率，以0.33%的综合费率发行。
据悉， 除工银瑞信湾创ETF外，南
方、华夏、广发也各有1只湾创ETF
待获批入市。
工银瑞信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ETF简称工银湾创100ETF，紧密
跟踪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指数。该
指数于今年4月9日获批，以发行主
体的注册地或运营总部在粤港澳
大湾区的股票作为选样范围，并要
求满足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
互通标的股票资格。
长江证券金融工程团队研报
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经济转
型升级中具有国家战略地位，金
融、科技、产业都走在中国的最前
面，有望成为“
金融+科技+产业”的
全能型湾区，湾创100指数成份股是
走在中国经济最前面最优质的100
家公司，也将成为“
全能型指数”。
Wind数据显示，自指数基准日
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7月31日，
湾创100指数累计实现收益19.44%，

累计收益
大幅超过同期沪深300指数（
4.60%）和恒生指数（
7.81%）。
值得注 意的是， 工银瑞信湾创
100ETF兼具A+H ETF、 跨境ETF、跨
市场ETF、粤港澳大湾区ETF、科技创
新主题ETF等多项亮点于一身， 另一
重要特点是费率低廉。 该产品的管理
费、托管费及指数使用许可费分别为
0.25%、0.05%、0.03%，三项综合费率
仅0.33%， 大幅低于跨境ETF的主流
水平（
0.64%）和境内股票ETF的主流
水平 （
0.63% ）， 在 全 部 股 票 ETF 中 处
于综合费率最低的8.62%分位。
除工银瑞信基金率先申报、 发行
以外，华夏基金、南方基金和广发基金
也申报了各家的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ETF。 据证监会基金募集申请进度
公示表披露，工银瑞信基金最早于5月
15日申报湾创100ETF， 南方基金、华
夏基金、广发基金于5月16日申报了湾
创100ETF。
业内人士表示，在中共中央、国务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院发布的 《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专
门提到了进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 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不断提升对港澳开放水平。湾创
100指数更加契合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发展的主题， 多家头部公募积极布局
湾创ETF， 表明其投资前景得到基金
公司的普遍认可， 湾创ETF有望成为
广大投资者分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红
利的优质投资工具。

富国基金于洋：

从医药投资走向全市场选股
证券时报记者 应尤佳
“
在投资中，真正的好行业是
不多的，投资就该在那些坡道长的
行业中选择拥有真正壁垒的公
司。 ”富国基金的基金经理于洋向
记者表示。
Wind数据显示， 于洋管理的
富国新动力A年化回报28.21%，在
同类产品中排名第1；富国精准医
疗年化回报27.25%， 在同类产品
中排名第3；富国医疗保健行业年
化回报32.24%， 在同类产品中排
名第1。

谙熟医药行业
投资逻辑
于洋善于在医药股中选择“
黑
马”。 在他看来，医药产业的格局正
在向大公司集中，这导致行业内强
者恒强的局面正逐步形成， 所以，
各家医药基金的选股相似度较高。
“
现在医药基金持仓的70%~80%相
似度较高，大家都会选择那些在各
自领域内已经形成明显竞争优势
的公司， 从目前的行业趋势来看，
此类公司的竞争优势大概率会继
续保持。 ”
但他强调， 他一直坚持发掘那
些尚未形成行业共识的公司。“
深入
研究医药各细分行业， 坚持挖掘优
质的新公司， 这是我一直在干的工
作。 以往我取得的超额收益一直来
源于此。 ”
由于行业主题型基金具备一
定的资产配置功能，因此，很多基
金经理在操盘此类基金时并不择
时，倾向于满仓操作，仅为投资者
尤其是具有择时能力的机构投资
者提供底层配置资产。 但于洋不是
这样，他会在医药行业有大机会时
满仓买入， 而在看空医药行业时也
会大幅减仓。

从医药投资
走向全市场选股
于洋并不满足于仅在医药领域
内做投资， 他更希望能够做一名全
市场选股的选手。
他分析， 医药行业过去数年的

业绩增速并不逊于消费行业， 牛股的
诞生率都很高， 但从基金回报的角度
来看，医药是差于消费的，这主要是因
为消费领域内的品牌价值具有更高认
同度。“
五年前大家认为最好的白酒品
牌现在依然是大家心目中最好的，这
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医药不一样，医药
基金五年前的持仓和如今的持仓有巨
大的差别。 ”
“
一个值得长期投资的行业一定
是‘
长坡道’的行业。”他说，“
只有足够
长的坡道， 才能够真正做到投资中的
‘
滚雪球’。”而医药行业的特点是政策
变化过快， 这导致投资者在选择医药
子行业时存在政策风险，“
你可能刚选
好一个坡道，然后政策变了，坡道也就
变了”。
他分析，去年上半年，投资者醉心
于仿制药替代行业，但到了下半年，相
关政策对仿制药进行了严格的价格控
制， 直接导致仿制药行业投资逻辑发
生重大变化。此前，中药注射剂也一度
迎来高增长， 但相关医药政策转向创
新药之后， 这些中药的投资逻辑也立
刻调整。
“
不同行业的研究方法是不太一
样的。 ”于洋表示，自己对医药行业
的研究应该是最充分、最细致的。 他
认为，选择个股有几个关键点，首先
要选择“
长赛 道 ” 的 行 业 ， 而 后 选 择
其中优质的公司， 而公司是否真的
优质则需要较长期的历史业绩的证
明。 “
如果一家公司的历史业绩长期
较好，拥有‘
护城河’且商业模式也
可持续，那么，未来发展的确定性就
比较高了。 ”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 大消费和
TMT是于洋比较看好的两大板块。 在
他看来， 这两大行业有一个核心的共
同点，那就是行业的成长性。当前大消
费行业的核心增长逻辑是消费升级，
大消费领域内的好公司有望持续获取
稳定业绩增长。 而TMT行业是科技行
业中的代表性行业， 其中涌现出了大
量高成长性公司。
“
总的来说，成长性是我投资中
的一大关键词。 ”于洋说，“
我希望投
资于未来更具成长性的企业， 因为
真正具备内生性增长的公司， 往往
代表着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
也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应该投向的
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