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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概念有望继续发酵 
市场分析： 
1、市场高开高走。受到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利好消息刺激，沪指昨日高开

高走，收盘大涨1.48%，创出今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收报3270.31点，一举收复5

日、10日、20日、30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5762亿元，行业板块全线上扬。值得注意

的是，雄安概念股今日掀起涨停潮，金隅股份、廊坊发展、华夏幸福、河北宣工、唐

山港等近30只股票集体涨停。 

2、在有关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各项政策发布以后，发改委等部门开始指导河北省启

动组织规划。目前，河北省已开始编制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起步区控制性规划、启动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规划中，把创新驱动作为新区

发展的根本动力，吸引高端创新人才进入，努力打造创新高地和科技新城。统筹新区

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有序承接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实现与北京中心城区、北京

城市副中心错位发展。 

基金投资观点： 

1、权益类基金。昨日市场在雄安主题带动下高开高走，市场活跃度提升明显。随

着季末 MPA 考核过去，资金面迎来阶段性缓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

新区，新华社称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

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短期市场在雄安新区热点带动下，有望继续冲高。

产品方面，激进投资者可关注基建、国企改革、环保、军工等相关的基金。稳健

投资者关注选股能力较好风控能力较强的基金，维持五成左右权益仓位。 

2、固收类基金。随着季末 MPA 考核过去，资金面有望迎来阶段性缓和。但上周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论坛表示，在实施多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本轮宽松

政策周期已经接近尾声。我们认为短期债市或存在交易性机会，但仍需警惕信用

债风险。产品方面，建议关注配置上以利率债及高信用等级债券为主的基金。 

热门基金： 
昨日市场高开高走，场内基金普遍收涨，地产、钢铁、一带一路等相关基金表现突

出。其中，跟踪地产指数的 3 只分级基金 150118 房地产 B、150208 地产 B 端以及

150193 地产 B 均收于涨停。成交方面，场内非货币基金成交明显放大，市场活跃度

提升明显。其中 510300 300ETF 昨日成交 4.73 亿元，该基金前一交易日的成交额为

3.05 亿元。换手方面，场内货币基金 159005 添富快钱换手最为频繁。 

风险提示： 
目前有 5 只分级基金临近下折，分别是可转债 B（150165，溢价率 6.01%）、传媒 B

级（150248，溢价率-0.95%）、转债 B 级（150144，溢价率 3.68%）、互联网 B

（150195，溢价率-1.95%）、创业股 B（150304，溢价率-4.65%）。投资者需注意

风险，以免下折造成损失。 

基金组合动态： 
基金组合保持不变。 

基金组合收益： 
1、场外权益基金组合跑赢业绩基准。昨日组合整体收益率 1.28%，跑赢业绩比较基

准。短期市场有望继续冲高，组合净值波动将有所扩大。 

权益类组合 成立日期 最新净值 昨日涨跌 累计涨幅 相对涨幅 

场外权益类 2014/6/16 1.4971  1.28% 49.71% -1.42% 

业绩比较基准：80%沪深 300 指数+20%中证全债指数 

2、场外固收基金组合跑赢业绩基准。昨日组合整体收益率为 0.06%，跑赢业绩基

准。短期债市或存交易性机会，组合净值将有所表现。 

固收类组合 成立日期 最新净值 昨日涨跌 累计涨幅 相对涨幅 

场外固收类 2014/6/16 1.2835  0.06% 28.35% 12.13% 

业绩比较基准：中证全债指数 

上一交易日市场概况 

2017/4/5 

  
 

收盘点位 涨跌幅(%) 

上证指数 3,270.305 1.4830 

深证成指 10,627.134 1.9025 

中小板指 6,861.794 1.7213 

创业板指 1,943.160 1.8781 

沪深 300 3,503.893 1.3844 

中证 500 6,539.967 2.1607 

中证转债 284.203 0.2264 

中证金融债 170.190 0.0889 

中证企业债 194.025 0.0654 

 
 

 
 

 
 
 
 

国金证券财富管理中心 

 

分析师：姜婉露   
执业证书编号：S1130516020001 

联系方式：jiangwanlu@gjzq.com.cn 

 



                                                                                                                                                                                          

- 2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场外基金组合精选具有优秀历史业绩的基金，并通过中长期的配置，在追求收益的同时，控制收益的波动性，

力求组合收益的稳定性。 
 

一、场外权益类基金组合 

场外权益类基金组合按照 2014 年 6 月 16 日净值为建仓成本，昨日收益率 1.28%，累计收益率为 49.71%，

相对基准涨幅-1.42%。 

 

表 1：场外权益类基金组合表现（基金数：5） 
基金名称 代码 调入日期 调入价 最新价 累计涨幅 分析师跟踪点评 

汇丰晋信大盘 A 540006 2017/2/8 2.7454 2.8509 3.84% 

该基金通过精选个股并长期持有的方

式获益，风格偏于大盘价值型。基金

经理投资管理能力较强，在各类市场

环境中投资表现均好于同类平均。截

止调入时，基金经理任职回报为

151.94%，同类排名 1/237。 

华泰柏瑞量化增强

股票 
000172 2014/12/28 1.717 2.211 28.77% 

高度跟踪沪深 300 指数，且持续保持

超额收益率，具有极强的α获取能

力。长期来看，大盘蓝筹股依然存在

较好的投资价值。 

新华行业灵活配置

混合 A 
519156 2015/10/26 2.297 2.474 7.71% 

通过轮换操作市场热捧行业来获取收

益。风控能力较强，调入时最大回撤

仅为 2.57%。上涨时，获取与市场相当

的收益，下跌时，及时减少股票仓位

控制损失。 

长信量化先锋 519983 2016/10/14 2.598 2.587 -0.42% 

通过数量化模型，顺应中短期市场偏

好，在个股间频繁交易来获取收益。

基金经理选股能力较强，上涨、震荡

市场表现明显优于同类。 

华安新丝路主题 001104 2017/2/8 0.936 0.991 5.88% 

该基金重点投资于与新丝路主题相关

的子行业/企业，风格偏于大盘价值

型。基金经理投资管理能力优于同类

平均。一带一路继续推进，通过投资

该基金把握新丝路主题投资机会。 

业绩比较基准：80%沪深 300 指数+20%中证全债指数 

   来源： 国金财富管理中心 

 
 

二、场外固定收益类基金组合 

场外固定收益类基金组合按照 2014 年 6 月 16 日净值为建仓成本，昨日收益率 0.06%，累计收益率为

28.35%，相对基准涨幅 12.13%。 

 

表 2：场外固定收益类基金组合表现（基金数：5） 
基金名称 代码 调入日期 调入价 最新价 累计涨幅 分析师跟踪点评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A 110017 2014/6/16 1.493 1.958 31.15% 

基金经理具有较强的市场判断与应

对能力，一方面长期业绩明显，另

外下跌风险控制能力突出。基金经

理 2011 年 2 月任职，截至调入时，

期间收益率 31.56%，排名 3/168。 



                                                                                                                                                                                          

- 3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工银四季收益债券 164808 2014/6/16 1.254 1.526 21.69% 

基金经理具有较强的市场判断与应

对能力，一方面长期业绩明显，另

外下跌风险控制能力突出。基金经

理 2011 年 2 月任职，截至调入时，

期间收益率 31.56%，排名 3/168。 

长城积极增利债券 A 200013 2014/6/16 1.181 1.497 26.76% 

各季度业绩表现稳定，风险意识较

强。基金经理 2011 年 4 月任职，截

至调入时，期间收益率 21.49%，同

类排名 25/182。 

兴全稳益 001819 2016/10/14 1.096 1.104 0.73% 

基金经理具有较强的市场判断与应

对能力，通过调整券种配置比例应

对不同市场环境。基金经理风险控

制能力较好，风险回报率较高。 

华商稳健双利债券 A 233005 2014/11/18 1.398 1.6795 20.14% 
长期业绩超出同类型水平，可转债

投资比例低，偏防御性为主。 

业绩比较基准：中证全债指数 

     来源： 国金财富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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