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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华夏旗下基金
“短长跑”亮点频现

短看一年，长看三载。华夏
旗下基金长期、短期业绩突出。
截至3月18日，华夏大盘精选在
最近三年、两年、一年的偏股基
金中稳居第一；华夏复兴基金则
获最近三年、两年的标准股基第
一名和第二名；而规模较大的华
夏优势基金在标准股基中最近
一年排第二，最近三年排第三。

华商基金调查显示
基民最看重费率优惠

“在费率优惠、24小时交易、
支持多种卡、赎回到快及安全五
个因素中，89%的投资者更注重
费率优惠。”这是华商基金正在公
司网站(www.hsfund.com)进行的
网上交易有奖调查显示的结果。
华商基金表示，该调查活动将持
续到4月中旬，公司会以此作为进
一步改进服务的重要依据。

格基金看台

数据显示，自2月9日兔年首个交易日
至今的涨跌幅计算，西藏发展(000752)从
9 .31元涨至23.2元，以149%的累计涨幅位列
所有A股涨幅第一，俨然成为兔年“第一牛
股”。

西藏发展的暴涨源于3月15日的一纸公
告：西藏发展与西昌志能实业、德昌志能稀
土签订《出资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出资设
立“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这也成为
二级市场的导火索，西藏发展在3月15日至18
日以连续四个“一”字涨停报收，而在18日和
19日更是创出了上市以来新的成交纪录，分
别成交达到18.07亿和19.28亿。

3月17日和21日，西藏发展两度发布风险
提示，提醒投资者稀土公司存在采矿证期限
和未能正常生产经营的风险。但无碍西藏发
展股价上扬，昨日收报于23.2元，再涨5.74%。

西藏发展昨日公告称，二股东西藏国
有资产经营公司在去年11月16日至今年3
月2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283万
股，占总股本的1.07%，减持后仍持有公司
14.18%的股权。 (杨勇)

一批“最会赚钱”的基金
产品正在市场牛熊转换中脱
颖而出。据统计，在2006至
2010五年内，共有20只开放
式偏股型基金累计收益率超
400%，同期上证指数和沪深
3 0 0 指 数 仅 分 别 涨 了
141 .86%和238 .76%。

数据显示，在跑完这五
个完整年度的44只开式股基
中，只有富国天益、银华优
选、泰达精选等7只基金累计
收益率逾400%，跑输沪深
300指数只有12只；而76只开
放式混合型基金中，华夏大
盘精选、华夏红利、嘉实增

长、富国天惠等13只基金累
计收益率超过400%，跑输沪
深300的更多达28只。

有趣的是，在这20只“最
会赚钱”的基金产品中，有19
只在晨星的评价中属于“成
长性”风格。如果按公司划
分，这20只产品华夏基金独
占4只，富国、嘉实、上投摩根
分别有2只，其余10只则分别
属于兴业全球、摩根士丹利
华鑫等10家基金公司旗下。

过去几年，A股市场处
于一个快速资本化过程中。
精选高质量的成长股，不仅
成为众多基金获取超额收益

的主要策略，而且还成为应
对市场波动的主要手段。以
富国天惠为例，这一产品的
股票仓位长期维持在90%以
上，主要通过个股和行业的
调整来获取超额收益。截至3
月18日，该基金过去一年、两
年期业绩增长率，都排在同
类基金的第二名。基金经理
朱少醒指出，重度资本化的
企业蜜月期正在过去，低利
率时代不可能无休止地延
长，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伴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内需的
发展，会有比较高的概率在
中国市场诞生一批优秀的上

市公司；依靠选择上市公司
盈利增长获取超额收益的概
率将会增加。

此外，在过去五年“最会
赚钱”的20只产品中，基金经
理整体上也相对比较稳定。
如，华夏大盘基金经理王亚
伟、嘉实增长基金经理邵健、
富国天益基金经理陈戈、富
国天惠基金经理朱少醒等都
丝毫没有离开过各自管理的
基金产品。 (叶静)

5年牛熊市 成长型基金“最会赚钱”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那风微微 74004元 5元 7. 40万 6 . 46万 14 . 55%

持股不变
代码 简称 数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收盘价

600582 天地科技 2800股 3月9日 26 . 95元 26 . 43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专一 141510元 619元 14 . 21万 12 . 61万 12 . 69%

持股不变
代码 简称 数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收盘价

002225 濮耐股份 10600股 3月21日 11 . 36元 13 . 35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李苹 67397元 19909元 8 . 73万 8 . 09万 7 . 91%

持股不变 赛前买入的1股（000732）ST三农，昨收7 . 19元；赛前买入的11500股
（000505）ST珠江，昨收5. 86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阳光 87236元 61元 8 . 72万 8 . 32万 4 . 81%

持股不变 赛前买入的11300股（600225）天津松江，昨收7 .72元

其他选手战况：第5名夏天4 . 29%；第6名涨停板3 . 32%；第7名笑笑
1 . 21%；第8名愚渔-0 . 46%；第9名佳辉暖气-0 . 63%；第10名半闲散人
-2 . 16%；第11名大雁-3 . 32%；第12名胶东牛仔-4 . 00%；第13名规矩守信
-4 . 45%；第14名满仓红-6 . 72%。

从技术形态来看，30分
钟图上呈现出明显的收敛三
角形上行突破形态，且昨日
上涨伴有量能的同比小幅放
大，技术上继续上涨可期。

不过，目前判断大盘摆
脱风险区域仍言之过早，短
期行情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不
确定因素来自外围，日本地
震以及灾后后续发生的次生
灾害能否得到一定的控制、
利比亚局势演变是否进一步
恶化、欧盟峰会渐行渐近加
息预期增强等无疑将加剧资

本市场震荡，进而对国内走
势形成拖累。

与此同时，技术上，在沪
指成功突破2950点之前市场
短线的风险仍未完全消失，
投资者操作仍需谨慎，仓位
不可过高。而一旦沪指形成
对2950点的放量突破，大盘
的下移目标位将直指3000
点。操作上，今日关注量能能
否持续放大，关注2930点—
2935点区域支撑，以及2950
点—2970点压力。

(中证投资)

格技术测市

继续上攻需放量

昨日，申银万国证券研
究所举办了2011年春季宏
观策略研讨会，发布了关于
宏观经济、春季投资策略等
方面的最新观点。

A股估值在历史底部

申万研究所对于今年
中国经济的整体判断可概
括为“通胀可控，增长可
期”，预计全年CPI将维持前
高后低的格局，上半年CPI
上涨5%，下半年上涨4，全年
约为4 .5%。伴随着通胀风险
的降低，市场的关注点将从
通胀转向经济增长，消费性
投资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
的新动力。

申万研究所预计，基础
设施、保障性住房、居住、医

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
乐等设施及服务都将成为
消费性投资的重点领域，这
些都将能够对冲中国经济
下行的风险。因此，申万研
究所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处
于新一轮上升周期的起点，
预计今年GDP增长9.6%，增
速分布为前高后底。

从资金面来看，申万研
究所认为，央票回笼资金的
能力正在逐渐恢复，密集提
升准备金的预期可能缓解，
政策最紧的时候已经过去。

从地产调控来看，申万
研究所预计二季度商品房
销售面积回落、新增供给放
量，将对房价构成压力，由
此可能提升对房地产调控
政策企稳的预期；从估值来
看，目前市场2011年的动态

PE13倍左右，估值已经处于
历史底部。

结合2011年的业绩增
长以及估值，申万研究所给
出二季度上证指数的核心
波动区间为2700点-3200
点，与去年11月中旬以来相
对谨慎的观点相比，更加积
极一些。

“长尾”产生投资主题

申万研究所预计，三四
线城市和县域经济是不可
忽视的“长尾军团”：从个体
实力来看，这些地区人口和
经济规模处于尾部，但规模
加总后能与头部(一二线城
市)抗衡，其“长尾效应”若能
被激发，对经济的带动力不
可忽视。而在产业转移与农

民市民化的带动下，“长尾
效应”将使得土地财政模式
向三四线城市和县域经济
转移，从而使得工程机械、
水泥、建筑施工、房地产等
行业受益。

从行业配置的角度来
看，申万研究所建议超配地
产、汽车、工程机械、水泥、
煤炭、通讯设备、白酒、零
售。可选消费(房地产、汽车
和白色家电)的共同特征是
政策退出、景气下滑、估值
较低。

申万研究所认为，保障
房和三四线城市的商品房
建设使工程机械和水泥的
需求持续旺盛，2011年的盈
利增速还有上调可能，四月
中旬随着开工旺季真正到
来，水泥出货量恢复到旺季

水平、钢铁价格上涨、机械
订单持续好，工程机械和水
泥将迎来又一波上涨。

对于煤炭行业，申万认
为，对经济波动和市场流动
性最敏感，但当前估值水平
有点偏高，建议在经济下
行、预期恶化的过程中择机
加仓。

通讯设备：受运营商开
支增加和海外设备商投资
增加的催化下，可以一直持
有。而经过前期调整，稳定
增长类和强周期的相对估
值回到2010年4月水平，稳
定类的估值比较合理，但二
季度市场风格不在此，稳定
增长类难以产生系统性行
情，建议配置白酒和零售，
静待三季度消费旺季的到
来。

在多空僵持6个交易
日后，周三，地产板块展开
强势攻击，带动煤炭、金融
集体发力，A股主要股指涨
幅超过1%，沪指大涨29点，
站上5日、10日、30日、60日
等所有均线。权重股与中
小盘个股实现和谐上涨，
涨停个股家数增多。两市
成交2408亿元，较周二放
大近一成半。另外，中小板
指收市涨1.26%，创业板指
收市涨0.87%。

从行业来看，房地产
行业劲升逾3%领涨大市，
传播与文化、家电、机械、

煤炭开采等行业也涨幅居
前；另外，石油化工、食品
饮料、非银行金融、社会服
务业、钢铁等行业相对涨
幅滞后。

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
周三表示，今年上半年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
幅可能达到5%，但下半年
会回落，有信心全年CPI涨
幅保持在4%；易纲还认为，
中国目前的负利率水平
“很舒服”，太高了会吸引
热钱。这一言论令市场憧
憬央行将维持当前利率水
平不变。

地产股升势凌厉，天
房发展、嘉凯城、信达地产
封住涨停，保利地产、金地
集团等也涨逾3%.有分析
师表示，受到楼盘打折等
因素的刺激，上周北京、温
州等多个城市楼市成交出
现环比反弹。

煤炭股也涨幅居前，
国际实业涨逾7%，中国神
华涨近2%。煤炭工业协会
消息称，国家煤炭应急储
备方案日前经国务院批准
通过，而2011年第一批国
家煤炭应急储备计划为
500万吨。 (陆泽洪)

地产股打破大盘僵局
沪指中阳逼近2950站上所有均线

尽管年报还要到4月30日才披露完
毕，不过一些以往每股收益突出、业绩成
长性较好的公司己经公布了年报或业绩
快报。其中，贵州茅台以每股收益5 . 35元
成为2010每股“收益王”。

201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6 . 3亿
元，同比增长20 . 30%；净利润50 . 51亿元，
同比增长17 . 13%；每股收益5 . 35元。值得
一提的是，公司推出了10送1派23元的分
配方案，创下了A股现金分红史上新纪
录，不过按最新的收盘价来算，股息率仅
为1 . 3%左右，仍远低于目前3%的一年期
的定期存款利率。

虽然如此，贵州茅台还是比很多一毛
不拔的“铁公鸡”强。据了解，自2001上市
以来，贵州茅台一直保持着年年分红的良
好记录，近年来现金分红金额也是迭创新
高。多家机构基于对公司业绩的良好预
期，将目标价调至250元以上。其中，瑞银
证券分析师赵琳表示，茅台销售顺畅，预
收帐款明显增加，未来增长仍将具有很高
确定性，给予目标价285元。 (张厚培)

5 . 35元！
贵州茅台成每股“收益王”

149%！
西藏发展成兔年“牛股”

本周以来，一些二线地
产股表现活跃，更有部分股
票敢于冲击涨停。分析这些
个股上涨原因，我们认为有
以下三点：

一是业绩包装性好。由
于地产公司均有大量预收账
款，这在调剂收入方面会非
常灵活，要想把业绩数据作
漂亮是不难的。

二是保障房建设主题升
温。过去一段时间，市场关注
点一直在水泥、钢材、机械等
与保障房建设相关配套上，真
正能参与到保障房建设中的

房地产企业实际也是受益的，
且企业建设毛利不会太低。

三是股价对利空不敏感
了。今年以来，地产股对于基
本面利空不怎么敏感，对于
利好预期则非常敏感。并且
不少个股长期超跌，技术上
存在反弹要求，这给善于发
动游击战的游资创造了便利
条件。

从整个行业上看，我们
认为，地产股暂难出现趋势
性上涨，更多的以个股局部
超跌反弹为主。(山东神光金
融研究所 刘海杰)

国内大宗商品普涨
期锌领涨 钢材反弹

本报讯 昨日，国内商品期
货市场结束盘整近全线上涨，三
大商品期货交易所主要上市商品
中，钢材期货结束连续四个交易
日的下跌势头小幅反弹；以棉花、
白糖期货为代表的软商品涨势明
显；仅上海期货交易所燃油期货
主力合约小幅下跌。跟踪国内19
种上市商品价格综合表现的文华
商品指数当日上涨1.05%。

截至收盘，期锌主力合约收
盘上涨540元，至每吨1 . 86万
元，涨幅2 . 99%，成为当日涨幅
最大的商品；而螺纹钢期货全线
止跌回升，其主力合约收盘上涨
71元，至每吨47 2 8元，涨幅
1.52%，带动跟踪钢铁类商品综
合价格表现的文华钢铁指数收
盘上涨0.61%。 (方喆)

铅期货今日挂牌
上市基准价为18350元

本报讯 上海期货交易所
周三发布通知称，铅期货合约挂
盘当日的基准价为18350元/吨。
通知称，PB11 09、PB1110、
PB1111、PB1112、PB1201、
PB1202、PB1203合约将于24日
起挂盘。上期所表示，铅期货合
约挂盘合约月份为2011年9月份
至2012年3月份。 (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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