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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走牛谁受益？
“香港中小”晋身前三大
“北水南下”势头不减，7 月中上旬港股走势仍很火爆。 7 月 13 日，港股再
度大涨，恒生国企、恒生红筹等主要指数联袂上涨。 资金源源不断流入港股，是
港股持续走牛的重要基础。

最 基金
每周一，“最”基金栏
目和您一起关注千余只
公募基金，关注最赚钱和
最赔钱，也关注最新鲜和
最有趣……

“香港中小”一跃成三大

港股走牛，基金获益。受益
于港股自 2016年以来开启的
大牛市，华宝兴业基金旗下以
“港股三雄”为代表的境外投资
基金产品最近的业绩表现如火
如荼。其中，以标普香港上市中
国中小盘指数为跟踪标的的
QDII-LOF基金“香港中小”

（501021）最为醒目，近期已跃 中 国 中 小 盘 精 选 指 数
升为第三大港股指数基金，也 （SPHCMSHP）盘中收出一根
是 A股 市 场 中 最 大 的 港 股 长阳线，日内大涨 1.51%，该
指数就是“香港中小”的标的
LOF基金。
香港中小已被众多投资 指数。截至 7月 12日，“ 香港
者视为配置港股资产的得力 中小”累计净值增长率已高达
工具，在场内市场也交易活 23.15%，今年以来的投资回报
跃。7月 13日，标普香港上市 为 16.15%。

基金规模一年增长 3 倍

“香港中小”是华宝兴业基
金于 2016年 6月推出的港股
指数型基金，同时在上交所挂
牌交易，投资方向是在港上市
的、业务基础在内地的中小型
股票。因其稳定的业绩表现，简
洁透明的指数投资形式以及较

小的净值回撤，该基金在港股
基金中的辨识度在不断提升。
2016年 6月，“香港中小”
首募规模仅 4.3亿元；截至
2016年末，其规模已迅速升
至 9.2亿元；到了 2017年中
期，该基金规模进一步飚升至

18.8亿元。目前，在全部港股
指数型基金中，“ 香港中小”已
上升为除恒生 H股 ETF和恒
生 H股指基之外的第三大港
股指基。同时，“ 香港中小”还
是 LOF基金规模名列首位的
港股指基。

金中业绩排名第一。
业内人士认为，港股的历
史平均估值为 12倍，最高为
20倍，2016年基本维持在 9
倍左右。今年以来，随着恒生
指数不断上涨，港股平均估
值刚刚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
附近，估值优势依然存在。此

外，中国经济整体稳健向好，
让投资者信心有所增强。内
地与香港不断扩大资本市场
的开放与合作，也为股市的
发展提供了持续、稳定的政
策支持，吸引更多资金关注
和投资港股。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王洁

■机构看市

白马蓝筹和成长不矛盾

投资环保就看三条主线

债市调整是布局良机

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漂亮
50、军工、一带一路等热点不断涌
现，引起一轮又一轮的投资风潮。同
期，银华基金旗下共有 5只基金半
年总回报超过 20%。其中，银华富
裕主题基金今年以来总回报达
24.63%，在同类 504只基金中业绩
排名第9，最近一年收益为32.44%，
最近 3年收益达 128.65%，成立以
来年化回报为 15.61%，在各个时间
段的收益都很可观。
银华富裕主题基金的持仓绝
大部分是稳健成长股。真成长和
真价值的投资标的都会取得不错
的收益，去年是个开始，今年、明年
和后年都将如此。白马蓝筹股和成
长性并不矛盾，价值和成长也不应
该对立起来，所有投资标的的价值
都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从这个角
度看，成长股只是未来现金流增速
高一些，价值股则是未来现金流增
速没那么高而已。
大消费板块是我们长期看好
的板块，存在长期投资机会。我们
的投资体系是自下而上为主，辅以
动态再平衡的投资框架。从 2016
年开始，A股市场出现价值投资的
复兴，投资者开始回归投资的本
质，把公司和行业的基本面研究作
为投资决策的基础。今年是价值投
资回归的延续，为将来的投资提供
一个长期的市场环境。

环保产业作为污染治理重要
平台、经济增长重要支柱和科技创
新重要领域，正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于 7月 12日开始发行的华夏
节能环保股票型基金是一只聚焦
环保产业发展、致力于分享行业红
利的环保主题基金。
环保行业的子行业众多，有不
同的污染因子，同样的污染因子在
不同时期需要达到的排放标准也
有不同，因此不同的子行业治理需
求的释放是有先后顺序的，每个阶
段都有快速增长的子行业。我们将
从三条主线梳理投资机会。
首先，对于那些渗透率较低、行
业正快速增长的高景气度子行业，
如清洁煤、天然气、大宗工业固废处
置、污水处理提标改造等，将采用精
选行业龙头、在估值合理的位置重
仓配置，长期持有的投资策略。
其次，对于那些增速放缓的子
行业，要么通过并购提升市场占有
率，要么通过转型进入新的高景气
度子行业，以获得业绩增长。对这
些子行业，在市场预期不充分时买
入，目标是赚取估值提升的收益。
第三，要关注政策、事件推动
的主题投资、业绩拐点、资产注入
等投资机会。经过之前的估值消
化，目前很多环保股对应的估值已
经不贵了。部分子行业处于快速发
展期的公司，未来两三年都有望保
持快速增长。 华夏基金 吕佳玮

经济学家巴曙松近期推
断，2020年前中国债券市场
预计会有接近 40万亿的增
长空间。巴曙松认为，债券通
仅仅是为国际资本参与这个
活跃的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
渠道。债券通对整个债市的
利好，与债市本身的内生增
长动力相比，后者更为坚实
可靠。
对债市投资者来说，中
国债券市场将是一个长期走
牛的行情走势，每一次市场
波动或回撤后，下一个阶段
债券市场均会出现显著上
涨，每一次市场调整都可能
是投资布局的良机。我们认
为，下半年的经济基本面或
走弱，货币政策短期内缓和，
监管层将释放温和降杠杆的
信号，在上述因素的叠加下，
债券市场的配置价值将逐步
显现。
唯有配置在当下，才有可
能搭上 3年内 40万亿的增量
列车。长信基金旗下基金当前
的组合配置以短久期中高评
级信用债为主，同时把握利率
债的波段性机会，辅以同业存
单获取套息收益，既不会错失
投资时机，又不会因激进造成
投资人的损失。

银华富裕主题基金经理 周可彦

华安大安全主题基金发行

自 7月 17日起发行的华安大安
全主题基金，以研究筛选质地优良、
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作为
核心持仓，按照主题投资思路进行波
段操作。该基金将由两位投资“老将”
挂帅，拟任基金经理苏圻涵、廖发达
均拥有十多年的丰富投资管理经验。
廖发达有着丰富、多元的私募基金、
保险资管和公募基金的投研经验，在
权益策略方向、市场风格判断方面有
独到心得。
天弘稳利定开债基开放申购

港股的估值优势仍在

与“香港中小”交相辉映的
还有香港大盘（501301）和华
宝海外中国成长（241001）两
只基金，成为华宝兴业基金旗
下塑造的“港股三雄”。截至 7
月 7日，华宝海外中国成长
2017 年 投 资 回 报 已 达
26.63%，在 24只同类 QDII基

■基金情报站

长信基金固定收益投资团队

随着行情回暖，债市配置机会开
始受到关注。封闭一年之久的天弘稳
利定开债基近期迎来第 4次开放期。
6月 22日至 7月 19日期间，投资者
可通过天弘爱理财 APP等直销平台
以及部分银行、券商及第三方销售机
构进行申购。基金经理柴文婷认为，
定开债基高性价比优势逐渐凸显，没
有赎回压力，有能力博取波段收益。
截至 7月 7日，天弘稳利定开债基最
近 3年的年化回报率为 7.20%，成立
以来总回报率达 29.71%。
诺安行业轮动混基发售中

诺安行业轮动混合基金目前在
各大银行、券商和诺安基金直销平台
销售，这是韩冬燕掌管的第 3只基
金，其在股票投资的战术层面采用行
业组合投资策略，主动管理能力突
出。据 Wind数据显示，截至 7月 7
日，韩冬燕自 2015年 11月 5日掌
舵诺安先进制造股票基金以来，该基
金获得 26.37%的净值增长，年化回
报率为 14.98%；其管理的诺安中小
盘精选混基，在其任职期间上涨
10.08%，年化收益率达 12.44%。
9 只天弘指基收益超过 10%

截至 7月 7日，上证综指、深证成
指和创业板指今年以来涨幅分别为
3.68%、3.80%和 -6.45%，天弘基金
旗下的天弘中证 100指数 A、天弘
中证 100指数 C、天弘上证 50指数
A、天弘沪深 300指数等 9只产品的
同期净值增长率均在 10%以上，不
仅跑赢了大盘，也超越同期指数基金
平均净值增长率 6.12%的业绩表现。
受益于消费类股票的持续上涨，天弘
中证食品饮料 A／ C今年以来净值
增长率分别为 10.32%／ 10.18%。
银华信用季季红弱市夺冠

今年上半年，债基表现乏善可
陈。银华信用季季红却在弱市中为投
资者获取近 5%的稳健回报。截至 6
月 30日，银华信用季季红今年以来
收益率达 4.9%，在同类可比的 399
只债券基金中排名第一；最近一年收
益率为 5.82%，最近 2年收益率为
14.27%，均排名同类第一。银华信用
季季红不仅业绩出色，且分红给力，
自 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已连续累
计分红 12次，每 10份收益累计派
息 2.2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