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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三季度， 结构性行情愈发明显，

在上证综指尚在 3000 点上下徘徊的背景

下，消费、医疗、军工、电子等行业持续走

出一波较好行情。 面对市场分化，专注于

各类行业投资的主题基金，成为投资者们

捕捉市场机遇的有效工具。

军工板块强势崛起

Wind 数据显示，从 8 月 8 日开始军

工板块迎来一波明显的“升浪”，在截至 9

月 6 日的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申万国防军

工指数大涨 17.64%，涨幅位居 28 个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前三位，该指数今年以来的

累计涨幅已达 44.07%。

国防军工板块的本轮行情， 主要源

于基本面与消息面的多重利好加持。 据

招商证券研报数据显示， 军工行业基本

面继续加速好转，2019 上半年，国防军工

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74%，归母净利

润同比增长 38.08%， 净利润增速在中信

指数 29 个行业分类中排名第三，远超沪

深 300 整体利润增速 10.83% 的水平，验

证了行业的高景气。 尤其在当前经济增

速下行的背景下， 军工行业的业绩比较

优势进一步凸显。

除了有基本面支撑，低估值和短期的

催化因素也是军工板块反弹的重要原因。

银河证券研究发现， 从 2009 年和 2015

年两个类似年份的情况来看，中证军工指

数相对上证指数全年涨幅分别为 28.5%

和 29.7%，均达到局部高位。 银河证券认

为，9 月军工板块关注度将明显提高，行

业景气度将显著提升，军工板块有望迎来

超额收益。

此外， 近期运载火箭技术的新突破、

军工企业资本运作有望继续提速、相关上

市公司订单密集落地等利好，也为国防军

工板块再添热度。

主动型军工主题基金投资收益更佳

军工板块大涨， 但从中报情况来看，

军工板块公司业绩分化明显，龙头企业表

现更佳。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近期军工

行业可能是机会比较明确的投资方向，但

对于看好军工行业又对行业个股不甚了

解的投资者来说， 配置主动选股能力突

出、业绩良好的军工主题基金，或是当前

比较理想的选择。

主题基金，即主要集中投资于某一主

题的行业和企业的基金，一只主题基金往

往代表了一类行业机会和趋势，对于投资

者而言，主题基金非常容易上手，从名称

上就能看出主要的投资方向，例如军工主

题基金基本主投军工相关企业。

一般来说，主题基金能使得基金管理

人能够展开深入研究，把握单一类项目的

投资机会， 精准地驾驭相应的投资主题。

在市场出现如今年下半年来这样的结构

性行情时，主题基金往往更容易快速跟上

对应板块的大幅上涨行情。 此外，当大盘

面临下行风险时，不少主题基金因容易呈

现相对独立于市场行情的表现，还能分散

投资者的整体投资风险。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6 日，

基金名称中带有“军工”二字的主动管理

型基金共有 6 只， 今年来累计收益均超

过 30%，显著跑赢大盘，并超过 11 只被动

型军工主题指数基金的同期平均收益 3

个百分点，在当前的市场行情下表现更为

突出（不含分级基金）。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基金

年内收益超 37%

得益于出色的投研能力与选股能力，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今年业绩表现出色，截

至 9 月 6 日，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基金

（004698） 今年来实现了 37.88% 的收益，

为投资者把握板块行情机会提供了良好

工具， 远高于同期 20.28%的上证综指涨

幅（数据来源：银河证券）。

作为一只比较典型的主动管理型军

工主题基金，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基金主

要投资于军工主题相关上市公司股票，

聚焦航天装备、 航空装备、 海洋装备、

陆上装备、 电子信息安全、 新材料、 民

参军主题及其他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等八

大热门主题， 把握中国军工产业发展带

来的投资机会。

在投资策略上，博时军工主题股票采

用自下而上的选股方法，通过寻找确定性

大、 能充分受益于未来 10 年军工黄金发

展期的个股来分享其资本市场收益，力求

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行业后市展望：

行业景气度或持续上行

展望后市，广发证券认为，军工行业

有望长期保持稳定增长， 且在发展上仍

然向装备类公司倾斜， 军工行业景气度

将持续提升， 部分公司在 2018 年报、

2019 年半年报中持续反映出较高景气

度。 军工行业改革持续深化， 在央企重

组、装备采购与定价、资产证券化、混合

所有制改革、 科研院所转制等多个领域

同步推进，有望激发行业活力、提升企业

的经营效率与盈利能力。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基金基金经理兰

乔表示，预计未来 5-10 年我国国防投入

维持稳定，其中武器装备采购费用保持合

理水平，同时考虑我国武器装备出口带来

的增量，预计未来 10 年，军工行业将保持

10-15% 持续稳定增长， 在这样一个较高

确定性增长的行业中将出现很多的投资

机会。

该基金将继续扎根于基本面分析，在

军工行业未来 10 年大发展的背景下，考

量行业景气度、 公司成长性及经营能力、

估值水平三个维度，自下而上精选其中确

定性高、弹性高的个股进行投资。

（基金投资需谨慎）

【A 股主题投资攻略】军工篇：

10 月前关注度明显提高 长期机会在哪？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昨日，北

京文化发布公告称， 公司股东西藏九达在

实施减持计划时误操作，“卖出” 指令变为

“买入”指令，导致了出现违规交易。

公告显示，北京文化于9月16日收到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九达出具的《关于

减持股份因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告知

函》， 西藏九达在实施减持计划过程中，将

一笔“卖出”5000股的指令误操作成“买入”

5000股，导致错误买入成交5000股。其中，买

入价格为9.89元/股， 买入股票成交金额为

49450元。按照《证券法》等相关规定，西藏九

达在六个月内卖出公司股票又买入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短线交易。 经北京文化核查，该

笔短线交易行为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

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 亦不存在利用短线

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资料显示， 西藏九达为北京文化第四

大股东，目前持有北京文化6.23%股份。根据

《证券法》 等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以上

的股东， 将其持有的该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

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 目前，北京文

化已全数收回西藏九达该笔收益。

对于西藏九达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

北京文化表示， 公司将进一步督促持股5%以

上股东及董监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并督

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谨

慎操作，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达志科技上市三年即易主

衡帕动力接手，或成创业板借壳上市第一股

北京文化股东操作失误

交易所得上缴公司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昨

日， 上市刚满三年的达志科技， 突然

发布了有关衡帕动力拟以5.13亿入主

公司的公告。 公告一出， 达志科技

“一” 字涨停。

公告称，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蔡志华以及股东刘红霞拟通过协议转

让的方式， 将公司16.68%的股份转让

给衡帕动力。 同时， 二者将在股份完

成过户登记之后， 无条件且不可撤销

地永久授予衡帕动力行使公司41.2%

股份的表决权。 若本次交易实施完

成， 衡帕动力将成为达志科技的控股

股东， 衡帕动力实际控制人王蕾将成

为达志科技新的实际控制人。 此外，

蔡志华对达志科技的持股比例将由

60.05%减至45.04%， 并剩余8.84%表

决权 ， 而刘红霞的持股比例将由

6.67%减至5%， 不再拥有达志科技表

决权。

根据简式权益变动书， 衡帕动力

按每股29.10元的转让价格， 购买了

达志科技16.68%股份， 转让价款总计

为5.13亿元， 每股转让价格较目前最

新股价32.11元折价9.37%。 资料显示，

达志科技在2016年8月才登陆创业板，

上市时间只有三年， 而蔡志华及刘红

霞所持的公司股份

也才在今年 8月解

禁。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衡帕动力拟借

达志科技实现曲线

上市， 将有望冲刺

创业板借壳上市第

一股。 今年6月， 证

监会就修改 《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 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不少机构认为此

次修改是对并购重组政策的“松

绑”。 不过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

学家杨德龙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虽然证监会在政策

上有所“松绑”， 但在创业板实现

借壳上市的难度依然很大。 因为

允许创业板借壳上市， 虽然可以让更

多优质的资产装入到上市公司的壳

里， 但也要防止绩差公司通过重组咸

鱼翻生， 进而助长“炒差” 之风出

现。

受易主消息刺激， 昨日达志科技

“一” 字涨停， 最终报收32.11元， 全

日成交额仅有1677.88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