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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资管

港股剧烈波动 沪港深基金“跌跌不休”
本报实习记者 顾梦轩 记者 夏欣

因素的打击，
导致 2 月之前南下资

广州 北京报道

金大幅流入的趋势戛然而止，
7月
之后，
互联网、教育股进一步遭到

虽然名字里都有“沪港深”字

例限制的比较低，那十大重仓股

益 为 - 1.71% ，同 类 排 名 为 1854/

曼琳指出，该基金大量布局医疗保

今年以来，
港股经历了如“过
山车”
一般的走势。2021 年 3 月到

政策打压，
资金恐慌情绪严重。
受港股波动影响，投资港股

样，但是有些沪港深基金的前十

可能没有港股，基金经理投港股

1942；最近两年收益为 30.58%，同

健和日常消费行业股票，这两个行

大重仓股中却没有港股的身影，

也会是分散投的。

类排名为 1300/1835；最近三年排

业板块今年以来表现较差，拖累了

6 月，
受美债利率上行和港股上调
印花税的影响，港股开始宽幅震

的公募基金业绩分化明显，甚至

前海开源沪港深乐享生活基金便
是其中一例。天天基金网显示，

记者查阅前海开源沪港深乐
享生活基金合同，合同中写道，本

名 为 37.08% ，同 类 排 名 为 1393/
1726。且该基金最近一个月、三个

基金业绩。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孙扬

前海开源沪港深乐享生活基金前

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

月、
一年均跑输业绩比较基准。

分析，以两大医美龙头股（爱美客

十大重仓股均为 A 股上市公司，分

为 0~95%（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

别为：爱美克、迈瑞医疗、华熙生

的比例占基金资产的 0~95%）。

荡，期间还发生了对冲基金 Ar-

还有一些基金，受到了 A 股投资
不利+港股波动的双重打击，业

chegos 爆仓、
反垄断和行业监管等

绩低迷。

部分港股基金折戟 A 股

之所以名为“乐享生活”，前海

和华熙生物）为例，虽然两者年内

开源沪港深乐享生活基金“主要通

涨幅尚可，但是对照一季报可见，

物、药明康德、昊海生科、通策医

“基金合同设置得比较灵活，

过精选投资于乐享生活主题相关

基金经理是在二季度才重点增仓

疗、贵州茅台、泰格医药、五粮液

这时候就要看基金经理的策略了，

证券，挖掘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和生

和新进重仓的，因此很可能没有成

和石头科技。而上一次该基金十

他可以在两个市场中切换，看哪边

活服务业升级中带来的投资机会。

功斩获最好的收益时机。此外，医

大重仓中出现港股还是 2020 年一

投资更有性价比，或者更有行情，

而从基金季报披露出来的投

药板块近三个月表现不佳，增仓和

季度，当时十大重仓股中有 A+H

所以某个季报前十大重仓没有港

资思路来看，基金经理基本上将重

加仓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还拖累了

股山东黄金。

股还算正常。
”上述业内人士分析。

仓行业牢牢锁定在白酒+医药上。

基金业绩表现。

港股大起大落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5

月，
港股依然反复震荡。

日，
在101只有年内业绩显示的带有
“沪港深”
字样的基金中，
有54只年

中融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
理冯琪向记者指出，港股大起大

内收益为负，
占比约为53.5%；
其中

落，主要还是在反垄断、教育“双

年内下跌幅度超过10%的有13只，
占比约为12.9%。

减”、医药集采等政策的影响之
下，
市场对互联网和创新药等
“新

在这些沪港深基金中，数量

这种情况是否属于风格漂

即便没有重仓港股，
前海开源沪

医药股更是快速上位成为其第一

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

移？某资深业内人士向记者指

港深乐享生活基金的业绩依然不

大行业。根据天天基金网，爱美

王铁牛也指出，近半年来，消费类

出，前十大重仓股没有港股，此举

佳。根据Wind数据，
截至9月15日，

客、迈瑞医疗、华熙生物等 7 只个股

股票，如白酒、医疗等走势较弱。

是否合理，要看一下基金合同中
港股投资比例，如果港股投资比

该基金今年以来收益为-13.64%，同
类排名为 1933/1971；最近一年收

赫然进入其前十大重仓股行列。
天相投顾高级基金分析师宫

近期医美受国家政策影响，回调较
大，
影响了整体净值表现。

经济”的预期经历从信心满满到

较多的主要是灵活配置型基金
和偏股混合型基金，其中，截至 9

极度不确定的巨大变化。港交所
过去两年做了很多制度变革，就

月 15 日 ，沪 港 深 基 金 中 灵 活 配
置型基金的年内平均收益为

是为了引进更多的互联网和创新
药公司，
相应地，
恒生指数等主要

5.8%，全市场灵活配置型基金的

指数也增加了很多新经济的权

平均收益为 9.97%；沪港深基金
中 偏股混合型基金的平均收益

重，
从而加剧了市场的波动。
格上理财旗下金樟研究员

港股整体走势偏弱

为-1.57%，全市场偏股混合型基
金的平均收益为 8.99%。

燕仲豪指出，8 月的财报季已经
过去，对比 2021 年业绩预期的变

7 月，港股恒指和国企指数

化，计算机、医药、餐饮旅游、房

分别下跌 9.9%和 13.4%，恒生科

相对于前海开源沪港深乐享

港深聚瑞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分

“不过长期看，腾讯控股是中国互

绩不佳原因时，
孙扬表示，
该基金长

生活基金，前海开源沪港深聚瑞基

别为：碧桂园服务、药明生物、华润

联网领域的核心标的，长期依然有

期持有的个股如百润股份、伊利股

金则更加“名副其实”一些，其前十

万象生活、腾讯控股、宝龙商业、申

投资价值，该基金投资领域主要集

份、
敏华控股、
立讯精密等个股之前

大重仓股中港股数量较多，不过，

洲国际、贵州茅台、思摩尔国际、澳

中在内需消费、医药医疗、科技互

表现不错，但今年表现较弱，
“尤其

该基金业绩表现依然不甚理想。

博控股和五粮液。除了 A 股两大

联网和高端制造企业，未来净值还

是地产行业，
如保利发展、
绿城服务

白酒龙头，
其余均为港股。

是有反弹的机会。
”王铁牛判断。

和中南建设表现惨淡。
”

地产几个板块下调较为密集；银
根据 Wind 数据，截至 9 月 15

技指数在 7 月 27 日创下指数成立

行、汽车、有色、石油石化为代表

以来 7.97%的单日最大跌幅。8

的周期性板块上调明显。板块

月，港股依然未能逆转命运，恒

内部的分化依然显著，主要受不

指勉强守住 25000 点大关，进入 9

均衡修复及监管压力影响。

日，
前海开源沪港深聚瑞基金今年以

王铁牛和孙扬均认为，多个重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同样业

宫曼琳认为，投资较高比例的

来收益为-15.41%，同类排名 1531/

仓股（碧桂园服务、药明生物、华润

绩表现不佳的东方红优享红利基

消费板块和信息技术板块拖累了

1602，
最近一年收益为-6.13%，同类

万象生活、宝龙商业等）走势较弱，

金前十大重仓股中也有腾讯控股

东方红优享红利基金的业绩。

排名为 1291/1341；且该基金最近

拖累了业绩表现。今年来港股整

的身影，此外，东方红优享红利基

Wind 数据显示，百润股份、伊

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以及最近

体走势偏弱，尤其是受政策的影

金持有的港股中还有敏华控股，其

利股份、敏华控股和立讯精密自今

一年均跑输业绩基准。

响，腾讯控股、碧桂园服务等跌幅

余均为 A 股标的。
在分析东方红优享红利基金业

年年初以来下跌幅度分别为
16.82%、19.33%、24.65%、39.13%。

沪港深基金最近三年总回报
基金简称

最近一年

最近二年

最近三年

天天基金网显示，前海开源沪
前海开源沪港深创新 A

76.31

103.91

122.43

前海开源沪港深创新 C

76.08

103.42

121.57

前海开源沪港深核心资源 A

59.46

134.05

254.43

前海开源沪港深核心资源 C

59.30

133.51

252.71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

57.75

100.22

133.94

较大，其他重仓股也都处于弱势。

港股有望筑底反弹
谈及港股后市行情，多位业内
恒生前海沪港深新兴

60.36

123.36

154.64

富国研究优选沪港深

60.00

152.76

210.34

续南下，从中长期看，港股的投资

的‘黄金坑’，目前看，互联网等新

2003 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值。恒指

人士持乐观态度。

机会大于风险。

经济板块个股已具备一定的投资

估值在 8 月末一度跌至历史最低，

王铁牛认为，无论是与欧美股
市还是与 A 股比较，目前港股整体

孙 扬 认 为 ，港 股 向 下 空 间 有
限。行业层面，港股科技板块估值

性价比。
”孙扬分析。
融通核心价值基金经理张婷判

已接近破净水平。其三，
指标显示，
市场恐慌情绪已有所修复。
“从历史

富国天源沪港深

26.55

98.54

128.37

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

41.41

160.76

311.49

市盈率不高，估值相对有优势。其

已达到 201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未

断港股市场已经出现了筑底企稳的

数据来看，衡量市场恐慌程度的恒

前海开源沪港深隆鑫 A

28.28

69.26

78.33

次随着中概股回归，一批高科技企

来板块进一步下行空间有限。
“当

信号，未来复苏的可能大于继续调

指波幅从高位回落，恒生指数通常

前海开源沪港深隆鑫 C

28.21

68.98

77.91

业在香港上市，港股质量有所提

前中国经济内生动力稳定，海外流

整的可能。张婷分析，三个指标显

随之企稳反弹。当前恒指波幅已开

宝盈互联网沪港深

32.43

127.98

230.90

前海开源沪港深新硬件 A

36.23

97.12

177.40

升，也具有一定的稀缺性。长期
看，腾讯、美团等互联网中概股具

动性继续充裕，但在短期因素影响
下，预计港股仍会处于震荡格局，

示出港股市场来可能会筑底反弹。
其一，港股盈利预期增速显示出回

始小幅回落，这说明市场对政策不
确定性最担忧的时刻可能已经过

前海开源沪港深新硬件 C

36.10

96.74

176.57

有长期投资价值。另外国内的资

策略上应偏向均衡配置。拉长时

暖的迹象。其二，剔除新纳入个股

去。未来随着市场情绪转暖，港股

金，未来会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持

间看，港股的艰难时刻往往是难得

的影响，恒生指数市净率一度跌破

有望筑底反弹。
”
张婷表示。

截止日期：2021 年 9 月 15 日

数据来源：
Wind

连续 42 天成交额过万亿 新能源板块后市现分歧
本报记者 易妍君 广州报道

7 月下旬以来，A 股两市成交
持续火爆，截至 9 月 16 日，A 股单

日 成 交 额 已 连 续 42 天 超 过 1 万

亿元，
占 A 股流通市值比为 2.66%，

市场过热的信号，但中金公司预

烈，且热点频繁更换，但新能源

9 月 16 日，新能源板块跳水，

亿元。

较 8 月底增加了 551.66 亿元。

计，单日万亿元可能是 A 股成交

板块始终是热度较高的赛道，对

大 盘 退 守 3630 点 。 9 月 17 日 上

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5 日，沪
深两市两融余额合计为 19267.36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部分投资者将这些指标看作是

的新均衡水平。与此同时，今年
年 内 ，A 股 结 构 性 行 情 愈 演 愈

于该板块估值问题，市场仍存在
较大争议。

午，新能源板块指数 14701.42 点，
涨幅超过 2%。

新能源估值高不高？

万亿或成 A 股成交新均衡水平
多项指标显示，近期，A 股成交

在 100 亿元左右，在当前市场的流

扩张，A 股自由流通市值也逐年提

从一级行业成交数据看，今

合 国 家 提 倡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入黄金发展期。他表示，随着更

热度继续抬升。坊间传闻称，部分

动性水平之下，100 亿元对市场并

升并已突破 40 万亿元。历史上 A

年以来，电子、医药、化工和电源

路’，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出现

多新造车势力的涌现，以及传统

量化基金加杠杆高频交易 A 股，导
致近期 A 股成交放量，但部分业内

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胡泊进一步
分析，
我们认为，
当前的交易额虽然

股自由流通市值对应的换手率具有
均值回归的特征，以 2.57%的历史

设备等行业成交金额领先。最
近一段时间，市场风格则持续偏

了明显的上涨，部分品种达到了
历史高位区域，从产业链健康发

车企巨头的大规模投入，预计未
来 3~5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能够保

人士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突破万亿元，但中间量化的占比并

换手率均值所计算的理论成交额已

向低估值板块，基建、工业及公

展的角度来看，市场后期终将回

持较高年均复合增速，中国具备

不是特别高，主要是新增资金和市

突破 1 万亿元，我们估计万亿元可

用事业行业等低估值板块受到

归到合理水平，另外近日的宏观

全球最完整且领先的新能源汽

股两市单日成交额连续 42 天超过 1

场分歧导致，
并非结构化资金涌入，

能是 A 股成交的新均衡水平。

资金青睐。

经济数据也显示，经济目前处于

车供应链。

万亿元，而历史上，2015 年 5~7 月，
A 股曾创下连续 43 个交易日万亿

因此整个市场爆发流动性风险的可
能性并不大。

此外，
市场关注的焦点还在于，
市场情绪高涨是否意味着，接下来

农银汇理基金投资部负责人
赵诣认为，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下 降 通 道 ，对 很 多 行 业 影 响 颇
大。
”侯斌进一步指出。

对于新能源板块目前的估
值，赵诣指出，新能源领域投资

股市将经历调整？

市场将以结构性行情为主，指数

根据 Wind 数据，7 月 21 日，A

元成交的纪录。

对比来看，2015 年 A 股也曾出

中欧基金则分析，新能源等

要区分动态和静态估值。从静

层面很难形成趋势性投资机会，

成长行业的偏高估值持续面临风

态来看，当前市场绝对估值相对

出，
从短期看，
本轮换手率上升相比

需要精选长坡厚雪行业中的优秀

险释放的下行压力，
8 月新能源车

较高，但从横向以及与其他行业

资金不断涌入市场导致，而今年市
场杠杆资金是非常有限的，杠杆率

历史更缓慢，市场也并未出现全面
过热的现象，市场表现可能相比以

公司，
陪伴企业一起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9 月 16 日，新

的亮眼销量数据对其股价的催化
力度也明显减弱。8 月经济下行

相比，新能源板块的估值并不算

行业，融资净买入额分别为 92.81 亿

并不高，虽然同样是成交额连续破

往高换手率时期更平稳，也更适用

能源板块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

压力更多被市场解读为疫情带来

特别贵。他认为，新能源车的渗
透率快速提升，整个产业尤其是

元、88.45 亿元和 76.27 亿元，合计达

万亿元，
但背后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均衡配置的策略；
从长期看，
市场活

引发市场热议。金元顺安侯斌

的一次性冲击，而忽略了房地产

龙头企业的业绩增速非常快，新

257.53 亿元；此外，非银金融、公用

今年市场整体的风险并没有 2015

跃度提升的背后可能是居民家庭配

认为，今年市场在以新能源为代

调控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预

能源企业可以通过业绩快速增

事业的融资净买入额超过 50 亿元。

年那么大。
”
胡泊解释。

置拐点的到来。

表的主赛道板块引领下，很多板

期 9 月数据或现反弹，但在此之

长，
消化静态高估值。

胡泊分析，
整体上，
市场当前获
利水平较高，所以有一定的回调风

块遭轮动爆炒，个股及大盘指数

后，市场有望在四季度逐渐意识

频创新高，绝大多数股价目前已

到基本面盈利的下行压力。

赵诣强调，新能源行业具备
广阔成长空间。全球主要三大经

两融余额方面，9 月 15 日，沪深

现单日成交额连续超过万亿元的情

上述中金公司策略团队报告指

两市两融余额合计达到 19267.36 亿

况。不过，
“2015 年是因为结构化

元。分行业来看，两融资金流入较
多的化工、有色金属、电气设备三个

私募排排网基金经理胡泊向记

圆融投资股票部高级研究员潘

者指出，
A 股目前单日成交额超过万

辛毅也谈到，自 7 月 21 日以来，北向

亿元，
一方面是因为新增资金在不断
流入，
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在向权益市

资金总成交额中枢约 1400 亿元，与
4~6 月的 1000 亿元左右成交额中枢

险，但流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基

偏离基本面。
9 月 16 日工信部副部长辛国

潘辛毅认为，接下来，市场
可能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三季

济体（欧盟、中国和美国），
不约而

本上不存在。
“ 对于未来市场的发

场转移；
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市场热

有显著增加，但同期 A 股总成交额

展，我们依然看好中证 500 指数的

斌在“第三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

度业绩的预期上，CXO（医药外

和投资方向，这是未来全球资本

点比较散乱，
投资者分歧较大，
因此

中枢也由 8000 亿元增加至 13000 亿

发展，但短期的调整可能还会持续

会”
上表示：
中国新能源车成本偏

包）、部分锂电中游等景气度持

都必须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

会通过短线或者频繁交易的方式来

元。北向资金成交额的增长和量化

一定时间。同时也要关注市场在调

高，电动车关键部件动力电池面

续上行或超预期的方向值得重

应对，
从而导致交易量放大。

资金高频交易对市场波动的放大可

点关注。

同选择新能源作为主要执政纲领

此 外 ，博 时 基 金 TMT 投 研

能是成交额连续破万亿元的一个因

整之后，
是否会有新的热点出现。
”
潘辛毅提醒，
当前环境下，
一些

临锂钴镍等矿产资源保障和价格

“确实存在一部分资金通过香
港市场配资低息的资金进入 A 股市

素，但主要原因应该还是严控房地

无中长逻辑支撑、景气周期上行的

一起加快统筹，提高保障能力。

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科技板

体、AIOT、硬件创新。中国新兴

场，但我们通过观察沪港通和深港

产背景下的居民财富大迁移。

上涨压力，工信部将与相关部门

不过，从中长期角度来看，

小组负责人肖瑞瑾认为，未来三
年科技行业的投资主线是半导

行业，由于资金活跃堆叠可能存在

侯斌分析，该新闻也成为 9 月 16

块仍然是机构投资者看好的投

成长行业的投资机会将主要集

此外，中金公司策略团队王汉

一定泡沫，比如无强劲中下游需求

日新能源板块大跌的导火索。

资方向。

中在芯片软件等上游高科技行

交易水平日均大概在 1000 多亿元，
而这中间不可能全部是量化来实现

锋、黄凯 9 月 15 日撰文指出，随着股
票市场本身的增值，以及近年 IPO

支撑且竞争格局一般、单纯依靠供
需错配涨价逻辑的周期股，若市场

看，更多的板块受益于国家政策

在博时基金新能源一体化
小组组长郭晓林看来，随着碳中

业、乡村和西部振兴相关的农业
及现代服务业中具备独特竞争

的，所以整个量化的规模最多也就

和再融资带动上市公司数量和股本

偏好转变将存在较大风险。

的支持，但也有一些板块并不符

和成为全球共识，新能源产业进

力的中小企业。

通的交易量发现，北上资金整个的

“从今年轮动爆炒的板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