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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震荡渐显布局机会

底部区域挑选优质“三好生”

□

信息时报记者 梁海祥

进入 2019 年，A 股政策面暖

风频吹。 新个税法已经正式实施，

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也被排上日

程，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主流

机构投资者普遍认为，当前市场已

经处于历史估值的底部区域，好标

的将在市场震荡中逐步凸显布局

机会。

布局“三好”企业

什么是当前布局的好标的？

富国金牛基金经理、优质发展混合

型拟任基金经理曹文俊认为，好标

的要符合“三好”标准，即好价格、

好行业、 好企业。 曹文俊表示，好

价格体现为便宜的估值。 当前上

证综指市盈率 11.6 倍，A 股整体

处于全球价值洼地，各行业估值也

接近历史底部。 好行业的方向是

优质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一

定阶段后，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

的内在需求，而新的增长方式孕育

着诸多投资机会。 在好行业中以

好的价格买入好公司， 这就是当

前的投资机会。

对于未来的投资趋势，曹文俊

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正向“高质量”

转变，从经济新动能、宏观结构调

整等角度分析， 未来行业投资机

会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如电子与

半导体产业、信息产业等。 这些风

口行业能够有机会最大程度分享

到经济转型和产业变革红利。

智能科技产业备受看好

近年来，智能科技行业发展势

头迅猛。 相关数据显示，智能科技

行业拥有 20%左右的年增长速度，

其 2015 年全球市场规模为 495 亿

元，而到 2020 年，这一数字有望增

长至 1215 亿元。 千亿级的市场规

模成为资本不容错过的投资机会。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已有投资

机构“闻风而动”，如浦银安盛基金

近期推出了旗下 QDII 旗舰产品

浦银全球智能科技 QDD 基金，重

点挖掘海外市场智能科技主题的

投资机会。

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 QDII

基金经理石萍表示，智能科技行业

主要包括智能生活、 智能工业和

智能信息三大主题 ， 其带来的

变革与进步有目共睹 。 比如蓬

勃发展的电商产业， 从过去实

体店购物的传统零售模式到现

在方便快捷的网购 ， 这种消费

模式的改变就是智能科技在生

活中的成功应用。

基于目前各国政府大力支持

智能科技行业， 再加上苹果、 谷

歌等国际科技巨头纷纷布局智能

科技领域， 有望加速该领域的技

术突破和产业化应

用发展， 石萍看好

智能科技的未来发

展前景。

展望 2019 年，在未来系列政策利好下，市场有望迎来估值修

复，走出低谷。2019 年有什么投资方法值得关注？新华基金权益投

资总监赵强认为，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坚持价值投资，以三种投

资视角把握市场机会。

首先，根据市场的热点和政策的变化，选择相关主题进行波

段操作，注重交易能力和市场情绪的把握并严守投资纪律。

其次，根据企业内在价值进行分析，把企业的估值、业绩增速

和盈利能力三者结合起来进行选择，注重中长期业绩回报。

此外，把握不同历史时代的战略方向，看清时代的发展特点，

以战略的眼光投资，并长期持有，但需对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经

营有深刻的认识。

好的投资方法也需好的投资工具， 赵强建议采用 ROIC 分

析。“ROIC 分析是衡量优秀企业的核心标准，也成为价值投资者

的投资工具。 ”赵强介绍，一般来说，以下四类公司具有高 ROIC

指标：自由现金流高，企业竞

争力强，通过经营能够实现上

下游占款的公司；资本开支不

高的轻资产公司； 有较高壁

垒，有宽护城河、高毛利的公

司；通过内生发展的公司。

2018 年 A 股震荡收官，尽

管权益基金业绩不大理想，但

是长期来看， 主动型产品整体

还是跑赢了市场， 体现了基金

管理人专业投资的价值。 Wind

数据显示，近 5 年期间，上证综

指累计上涨 19.72%， 同期主动

权 益 类 基 金 平 均 收 益 为

37.78%，近七成跑赢了指数，其中

工银瑞信金融地产混合收益率高

达144.94%， 在 422 只偏股混合

型基金中位居前三。

权益类产品方面， 过去的

三年，上证综指下跌 29.53%，主

动 权益 基 金 三年 平 均 下 跌

16.26%，但是依然有 25%左右产

品获得正收益。 工银瑞信凭借

雄厚的投研实力，旗下 10 只产

品逆市斩获正收益， 其中工银

文体产业、 工银新蓝筹双双位

居同类前十。

Wind 数据显示，工银文体

产业股票过去三年回报率达

32.73%，高居同类前 3，且区间

最大回撤率仅为 20.43%， 是排

名前 15 位产品中回撤率最小

的基金， 可谓“领涨抗跌两不

误”，工银新蓝筹股票同样表现

不俗， 以 13.37%的收益位居同

类第 9。

过去五年上证综指上涨

17.86%， 43 只主动权益基金创

造了翻倍的收益， 其中工银金

融地产收益高达 147.95%，居偏

股混合型前 3，工银瑞信旗下 7

只基金跑赢上证综指并为投资

者取得了不菲的超额收益。

海外投资领域， 作为国内

较早布局海外业务的基金公

司，工银瑞信的 QDII 主动投资

展现出非凡实力。 Wind数据显

示，最近五年工银全球精选、工银

全球股票分别获得 63.12%和

56.08%的收益率， 在主动权益类

QDII基金中分居1、2 名。 而在刚

刚过去的 2018 年， 工银全球精

选 QDII 再次获得主动权益类

QDII 冠军， 工银全球美元债则

以 6.14%的收益率居 QDII 债券

型基金第 2 名。

主动权益基金跑赢指数

工银金融地产居同类前三

围绕 5G 主题布局机会， 景顺长城于 1

月 10 日起发行智能生活混合型基金， 该基

金重点投资智能生活主题相关企业，即是通

过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或者新兴的商业模

式，为社会和居民创造了更加智能化的生产

生活条件的公司， 以及为智能生活相关的

行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的相关上市

公司。

据悉，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基金拟任

基金经理詹成是通信电子工程博士，具有深

厚产业背景，曾任英国诺基亚研发中心研究

员，具有 7 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验，善于

挖掘科技行业。 詹成此前管理的景顺长城沪

港深领先科技基金，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该

基金 2018 年全年业绩在 270 只主动股票型

基金中排名前列。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基金正在发行

新年伊始， 基金公司布局 ETF 热度不

减。 华夏基金继推出跟踪中证四川国企改革

指数的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 ETF 后，近期

又推出对应的联接基金， 助力普通投资者便

捷分享四川地区国企改革投资机会。 华夏中证

四川国企改革 ETF密切跟踪中证四川国企改革

指数， 根据基金合同， 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

ETF联接基金投资于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

ETF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90%。 ETF作为

标准化、可上市交易的金融工具，可将国企股权

与资本市场进行对接。由此，借助联接基金，投资

者可以间接实现对中证四川国企改革指数的投

资。同时，联接基金相较 ETF 具有申购门槛低

的优势，投资者可以更加灵活地参与。

华夏四川国企改革 ETF联接发行中

2018 年 12 月 27 日第三批养老目标基

金集体获批，工银养老 2050 等 14 只基金在

列。加上第一、第二批获批的养老目标基金，养

老目标基金达到 40只。 养老目标基金承担着助

力养老第三支柱建设的重任， 基金公司也在积

极主动向投资者普及养老目标基金相关基础知

识。 截至 2019年 1月 7日，包括工银养老 2035

在内的 12只已经成立的养老目标基金认购户

数接近 70万。2018年职业年金市场化运作也有

了实质性进展，2018年 12月 10日， 首个省级

（新疆）

职业年金投管人名单揭晓，工银瑞信等 4

家基金公司再度中标 3 个投资组合

工银瑞信第二只养老目标基金工银 2050获批

2019

展望

三种投资视角把握市场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