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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低位布局意向明显

9只权益类ETF年内成交超500亿，其中华夏基金独占三席

□

信息时报记者 梁海祥

随着近期市场持续调整， 投资者低

位布局意向明显。 权益类ETF自4月份以

来整体延续净申购态势， 场内成交也更

上一层楼。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11

日， 全市场权益类ETF年内成交额合计

14450.72亿元，远高于去年同期数据。 同

时167只权益类ETF中共有9只年内成交

额超过500亿元， 其中华夏基金独占三

席，旗下华夏上证50ETF、华夏恒生ETF、

华夏沪深300ETF保持着一贯的良好流

动性，今年以来成交额分别达2689.34亿

元、770.16亿元、526.62亿元，日均成交额

分别为25.61亿元、7.33亿元、5.02亿元。

流动性好长期表现优秀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对于ETF而言，

流动性就是生命， 也是投资者挑选ETF

的重要考量因素， 流动性越好就意味着

投资者在场内交易时的效率更高。 华夏

上证50ETF是国内首只ETF，运作15年来

仍保持着显著的流动性优势， 不仅是股

票型ETF中规模最大的产品， 在同类跟

踪上证50指数的ETF中流通性也持续领

先。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11日，华夏

上证50ETF场内流通份额为158.23亿份，

自上市以来日均成交额达10.66亿元。

华夏恒生 ETF跟踪香港旗舰指

数———恒生指数， 同时也是境内首批跨

境ETF之一，运作历史长，二级市场交投

持续活跃，长期表现优秀。华夏基金旗下

另一只旗舰ETF华夏沪深300ETF场内交

投也十分活跃。上述同源数据显示，截至

6月11日， 华夏沪深300ETF场内流通份

额为68.17亿份，上市以来日均成交额为

1.16亿元， 目前基金规模达243.28亿元，

也是股票型ETF中的“大块头”。 同时，为

促进产品的流动性和平稳运行， 该ETF

引入了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招商证券等

10家券商提供流动性服务支持， 具有充

足的隐含流动性。 当场内出现大额交易

需求时， 华夏沪深300ETF也能较好应

对。

相对低位借助ETF布局

近期各大券商发布中期报告， 普遍

看好A股后市，认为经过6月份充分震荡

整理后，三季度有望重新步入上行通道。

流动性与风险偏好环境决定了A股估值

快速扩张的阶段已经过去， 后续需要企

业盈利跟上。而目前，无论是经济基本面

所处的大环境， 还是政策层面改革对股

市的影响， 抑或A股市场自身的结构状

态，都存在孕育牛市的基础。

投资者若看好A股后市，不妨在当前

市场仍处于相对低位的时候借助华夏上

证 50ETF、 华夏恒生ETF、 华夏沪深

300ETF等优质工具型产品布局。 他们分

别跟踪上证50指数、香港恒生指数、沪深

300指数，都是核心指数，聚集了一批优质

龙头企业， 具有较好的市场代表性。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11日，华夏上证

50ETF、华夏恒生ETF、华夏沪深300ETF

成立以来总回报分别为328.12%、55.09%、

74.03%。

建行携手上投摩根

举办养老服务论坛

日前，由建设银行主办、上投

摩根基金协办的“全球智慧·财富

惠众———资产配置与养老服务论

坛”成功举行。 多位重量级嘉宾齐

聚一堂，就广大投资者非常关注的

养老投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仅

解答了投资者们在养老投资中的

困惑， 同时也提供了很多真知灼

见，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进行养老投

资规划。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总经理王

大智表示，上投摩根建立了全面的

投资能力， 从国内到全球市场，致

力于提供国际化的资产配置解决

方案，从而满足不同投资人的多元

化配置需求；借助摩根集团全球领

先的资产管理资源和海外养老保

障领域的长期耕耘，上投摩根协助

投资人更好地进行长期的投资管

理和资产配置。

建信优享稳健运作情况良好

业内专家建议，养老投资是一

项长期投资，越早开始越好。 包括

建信基金在内的一批基金公司相

继推出了养老目标基金，为广大投

资者提供个人养老的优质投资工

具。

以建信基金旗下建信优享稳

健养老目标 一 年 持有 期 混 合

（FOF）为例，该产品采用目标风险

策略， 拥有明确的风险收益特征，

采用量化模型进行资产配置和基

金精选， 重点考量基金的产品分

类、长期业绩、归因分析、基金经理

和基金公司等五大重要“基因”，构

建投资组合。 另一方面，该基金设

置了最短为一年的持有期，在鼓励

长期持有的同时，兼顾投资者的流

动性需求。 据了解，建信优享稳健

于今年1月底成立， 在顺利完成建

仓后，目前运作情况良好。

新华行业轮换基金

年化回报达17.34%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

6月11日，在有数据可比的968只主

动管理权益类基金中，逾两成产品

自5178点以来取得正回报。 其中，

新华行业轮换配置A的基金净值

较2015年6月12日增长22.47%。 也

就是说， 即使投资者在4年前5178

点时入手该基金，持有至今仍能获

得超过20%的投资回报。

据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6月

11日，新华行业轮换

（

A

类）

最近5年

净值增长率达162.0%，在183只同类

灵活配置型基金中排名第8，同时该

基金成立以来还实现了17.34%的年

化回报。凭借突出的表现，新华行业

轮换配置在今年荣获中国证券报评

选的“2018年度五年期开放式混合

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近日记

者从广东工行获悉， 截至 2019 年 3 月

末，该行制造业有贷户数 9624 户，制造

业表内外各项融资余额达 1769 亿元，居

广东同业首位； 其中先进制造业户数

419 户，贷款余额 245 亿元。

广东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一

季度， 该行制造业贷款累计投放额达

302 亿元，支持了华星光电项目、TCL 琶

洲总部大楼、TCL 潼桥模组等系列重大

制造业项目。

同时， 为积极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

中的各类金融需求， 帮助企业通过不同

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降本增效， 广东工行

在大力提供直接信贷支持的基础上，积

极创新发展财务顾问、债券承销、并购重

组、租赁+保理、理财投资、产业基金、供

应链融资等多元化金融服务， 加强对制

造业的全产品、多渠道金融服务。如率先

实现对广州市 4 家整车厂供应链全覆盖

融资支持，2012 年至今， 该行累计为广

州市 4 家整车厂及 600 余家上下游客户

发放供应链融资超 2000 亿元，以金融活

水助力汽车制造业腾飞。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晶晶）

备受关

注和争议的网络互助， 受到了资本市场

的青睐。 6 月 12 日，水滴公司创始人兼

CEO 沈鹏宣布水滴公司已完成超 10 亿

元 C 轮融资。 此前，众托帮、轻松筹、壁

虎互助在此前也相继获得了天使融资。

业内人士指出， 由于互助行业抓住了中

国居民重疾保障需求爆发点， 不少资本

看好互助行业的未来发展。

上半年水滴获超 15亿元融资

据了解， 本次融资是水滴公司在今

年以来获得的第二轮融资。 今年 3 月 27

日， 该公司宣布获得近 5 亿元 B 轮融

资。今年上半年以来，水滴公司已累计获

得接近 16 亿元的融资款，创下今年以来

互联网健康险与健康保障领域融资的新

最。

据了解，目前，水滴公司旗下水滴互

助平台已有接近 8000 万会员，截至目前

平台已经为 3941 个家庭提供 5424.10

万元互助金， 会员数目和规模均在行业

内处于领先地位。

水滴公司创始人兼 CEO 沈腾指

出， 融到的资金重点用于健康险专业团

队的建设以及人工智能在健康险业务的

应用上。

互助行业正中居民需求爆发点

据记者了解，除水滴以外，不少互助

平台也在近年来获得了资本市场的青

睐。去年 7 月，网络互助平台“壁虎互助”

就宣布获得 1 亿元 B 轮和 B+轮融资。

更早前，互助平台众托帮、轻松筹旗下轻

松互助也相继获得了天使融资。

为何互助平台履受资本市场的青

睐？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正中了我

国居民对于重疾保障的需求爆发点。“相

比起传统重疾险， 网络互助的优势还是

比较明显的：一是进入门槛较低，保费便

宜，二是获得感较强，会员积极性较高”，

一名业内保险专家指出。

不过， 网络互助目前存在“保额较

低”、 逆选择等问题。“由于进入门槛较

低，逆选择问题、道德风险就成为平台较

大的隐患， 但相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

断发展， 风控问题或将得到一定的改

善。 ”上述专家进一步指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服务经济研

究院副院长孙波对信息时报记者表示，

市场对网络互助的积极作用还是持肯定

态度。“虽然大部分平台尚未进入盈利状

态， 但作为天使投资人提前介入和抢占

市场先机除了能扩大宣传效果， 还能达

到提升投资边际效应的作用。 ”

网络互助备受资本市场青睐

不少互助平台获得融资

广东工行力挺全省制造业发展

制造业融资余额同业居首

ETF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