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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发行走出“冰点”又见爆款

“好卖未必好做”魔咒下投资要看两个“关键”

投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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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看基金合同约定投向板

块的点位及估值到了什么程度。

另外， 更重要的是判断基金经

理的业绩持续性以及持续性的来

源， 如果拥有持续的获取高额阿

尔法的能力，则不用担心市场

的下跌，坚持跟随基金经理。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在年内市场回暖的带动下，新基金

发行也逐渐走出“冰点”，不仅有多只基

金提前结束募集，新基金发行规模也呈

回升态势。 其中，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基

金单日认购规模超 700 亿元，远远超过

募集规模 60 亿的上限； 富国品质生活

混合等多只基金也提前结束募集。 但

是，基金业内向来有“好卖不好做”的说

法，对于投资者来说，爆款基金值不值

得追风上车？

“好卖未必好做”魔咒存在

上月底，睿远基金旗下首只公募基

金———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基金正式发

售，在投资者的追捧下，单日认购规模

超过 700 亿，随后不得不采用配售的方

式缩减规模。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昨

日，年内新成立的主动权益类基金

（ 包

括普通股票型 、偏股混合型 、灵活配置

型）

达到 114 只。 单只基金方面，包括睿

远成长价值在内的 12 只权益类基金募

集份额超过 10 亿份。 其中，睿远成长价

值混合基金募集规模最大， 达到 58.75

亿份； 南方智诚、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

ETF 募集份额紧随其后，超过 30 亿份，

分别达到 37.91 亿份和 37.43 亿份。 与

此同时，开年以来，财通资管价值成长、

易方达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 ETF 联

接、富国品质生活混合等多只基金均发

布了提前结束募集公告。

据了解， 基金发行最好的时候，往

往难以赚到钱， 反而基金卖不动的时

候， 当时新成立的基金业绩都不错，也

就是人们所说的“好做不好卖，好卖不

好做”。 这种说法准不准呢？

记者以半年为节点，梳理了发行时

间点最好的 2015 年上半年， 当时市场

行情火爆，爆款基金不断涌现。 Wind 数

据显示， 在 2015 年上半年市场共发行

了 164 只股票型基金，平均发行规模是

20.12 亿份。 但业绩证明，在这个区间成

立的基金并没有享受到牛市的成功；到

了 2015 年 7 月 1 日~2016 年 6 月 30

日， 上述 164 只基金平均亏损 22.13%。

与之相反，到了 2016 年上半年，当时投

资者热情基本降到了冰点，股票型基金

平均发行规模骤降， 此时成立的 23 只

基金平均规模为 3.6 亿份，在 2016 年 7

月 1 日~2017 年 6 月 30 日， 这 23 只基

金平均收益为 4.21%。嘉实沪深港精选、

景顺长城环保优势两只基金回报分别

达到 42.79%、29.0%。

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表示，公募基

金确实存在“好卖不好做”的现象，一般

在基金募集成立时间加速以及规模普

遍大涨的情况出现时，说明散户的情绪

已被调动了起来，这时市场通常已经经

历了相当的涨幅， 很多股票涨幅较大，

因此，基金经理可以选择的低价优质个

股会相应减少。

爆款基金业绩分化严重

从个基上分析， 历史上发行火爆、

规模动辄上百亿的基金，后期业绩也分

化严重。 Wind 数据显示，剔除战略配售

基金，历史上发行份额在 100 亿份以上

的主动权益类基金共有 34 只， 大部分

成立于 2007 年和 2015 年牛市高峰时

期。 总体来看，成立以来的平均收益率

为 70.10%。表现最好的是东方红中国优

势，成立于 2015 年 4 月，依靠明星基经

理林鹏、 王延飞的操作， 年化回报为

15.11%。 不过，目前两位基金经理均已

离任；南方绩优成长混合、易方达价值

精选混合、广发策略优选混合等“爆款”

基金的年化收益率也在 10%以上。

然而，部分“爆款”基金在市场波动

中，回报率仍不如人意。 上述 34 只发行

规模在百亿级以上的基金中， 有 10 只

基金成立以来收益仍旧呈现负值。 如工

银瑞信互联网加、易方达新常态、富国

改革动力，成立以来的净值亏损分别为

65.90%、60.60%、44.50%。

记者梳理发现，除“生不逢时”外，

这些基金表现不佳还与基金经理操作

手法密切相关。 以工银瑞信互联网加及

兴全合宜混合 A 为例，2015 年 6 月，因

踩着“互联网+”的热点，工银瑞信互联

网加发行规模近 200 亿份。 但由于发行

的时点基本处于牛市的最高

点， 因此随后净值一路下跌，

最后甚至大幅跑输大盘同期

表现。 从基金重仓名单可以看

出，该基金换仓频繁，基本每

年重仓股名单都不一样，重仓

股所属行业切换也没有跟上

市场热点：2016 年重仓行业为传媒、通

信；2017 年重仓电子；2018 年重仓计算

机、农林渔牧等。 而兴全合宜混合 A 成

立于 2018 年 1 月， 随后一年大盘持续

下行创出历史新低。但 Wind 数据显示，

该基金净值涨跌始终跑赢沪深 300，年

内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为 23.73%，已补

回去年亏损。 截至昨日，该基金成立以

来收益为 2.99%。重仓名单显示，兴全合

宜成立以来，基金经理十分坚定，第一

重仓股始终为中国平安。

不妨选择低估指数基金

对于投资者是否买入爆款基金，张

婷认为关键有两方面：一是要看基金合

同约定投向板块的点位及估值到了什

么程度；另外，更重要的是判断基金经

理的业绩持续性以及持续性的来源，如

果拥有持续的获取高额阿尔法的能力，

则不用担心市场的下跌，坚持跟随基金

经理。

目前，市场上明星基金经理还是相

对不足，因此投资者不妨选择能够忽略

基金经理运作能力的指数基金。 指数基

金的投资目前并不是超额收益，而是追

求指数贴合度，跟随指数成长获取收益。

同花顺数据显示， 当前两市有近

800 只被动权益基金

（ 被动指数型股票

基金、 增强指数型股票基金）

， 共跟踪

229 个指数。截至昨日，CS 新能车、中证

500、中证 200 等 27 只指数市盈率分位

数在 20 以下

（ 市盈率分位数指的是将

历史市盈率由大到小排名，代表最新市

盈率所在排名）

。 以中证 500 为例，该指

数当前市盈率为 22.88 倍， 市盈率百分

位点不足 9。 目前，两市共有 71 只股票

型基金跟踪中证 500， 跟踪误差最小的

是华宝中证 500 增强 A，为 1.03，不过该

基金目前规模太小， 仅为 0.2925 亿份，

随时有清盘可能。 相比之下，广发中证

500ETF 联接 (LOF)C 最新份额为 20.63

亿份，年内净值增长率为 36.44%，而成

立以来跟踪误差为 1.29， 相比同类，该

基金误差较小。

太平洋证券研报数据显示，截至本

周一，各项市场重要指数较上期均表现

为上升。 除中证 500 外，其余指数 PE 均

位于历史 25%分位数以上，其中创业板

指、 创业板 50 已分别修复至 66.28%、

69.45%的历史百分位。 张婷表示，目前

估值最高的仍是创业板指，主要是盈利

太差， 中证 500 估值的位置是最低的，

沪深 300 已经 40%左右。 2019 年初的这

轮上涨主要是利率以及风险偏好提升

带来的估值修复， 目前已经得以修

复，接下来就是风险偏好和基本面

数据博弈加大的阶段， 预计市

场波动会加剧， 投资者不要

再加大仓位。

部分权益类爆款基金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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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南方绩优成长A

华夏经典配置

易方达价值精选

海富通收益增长

广发策略优选

华夏优势增长

嘉实策略增长

易方达价值成长

鹏华动力增长

东方红中国优势

发行份额（亿份）

124.7749

121.4937

117.9105

130.7367

184.1798

141.0203

419.1695

108.7494

110.2273

138.5612

成立以来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

371.10

359.90

333.10

279.95

276.93

247.27

144.23

109.87

103.35

75.800000

年内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

32.50

19.39

30.77

33.89

35.09

29.55

37.71

30.04

16.23

33.59

基金成立日

2006-11-16

2004-03-15

2006-06-13

2004-03-12

2006-05-17

2006-11-24

2006-12-12

2007-04-02

2007-01-09

2015-04-07

最新基金份额（亿份）

48.8425

7.5797

25.4415

11.9411

18.7142

34.5981

32.0686

32.9544

15.6367

48.1476

（数据来源：Wind）

对于投资者是否买入爆款基金，张婷认为关键有两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