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年初大涨之后，3月份A股走势有所震荡，大盘在3000点附近徘徊，而今年不少私募对市场
比较看好，正在积极筹谋布局，认为市场回调反而是上车机会。

尽调宝数据显示，3月4日至3月10日间，私募基金备案新增381只，比2月25日到3月3日
一周增加77只。其中，证券投资基金243只，占比63.8%，创下春节以后单周备案数量新高，相比
2月25日至3月3日当周备案数量的176只，数量增长38.1%。而3月11日至3月15日，新增
222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近期，原公募一哥王亚伟在今年首发了新产品——外贸信托-隆新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而在去年王亚伟所在的千合资本只发了2只产品。同时，曾经在6000点劝基民赎回的杨东，
最近也备案了1只可转债基金；还有多家百亿以上私募也发布了新产品。

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股票私募产品平均收益超过10%，同时2月私募加仓超过10个点。

▶▶▶

苏宁焕新节：
四川蒲江丑柑
猛销20万单

苏宁易购近日发布“全民焕新
节”实时战报。

数据显示，焕新节期间，各品
类成交激增，智慧零售驱动场景零
售在这个春天全面爆发。来自四
川蒲江的丑柑成为爆款，共计售出
超20万单。另一个跟成都有关的
数据是，零售云苏宁易购县镇店销
售提升326.8%。成都、郑州、杭州、
重庆、西安、沈阳、北京、天津、石家
庄、武汉的县镇居民，购买力排名
前十。

家电3C方面，以旧换新成为
消费新风口。其中旧手机回收占
比42%，成为以旧换新占比最大的
品类；其次是电视电视18%、空调
15%、洗衣机13%、冰箱12%。冰
洗全渠道销售额增长101.3%，多门
冰箱销售额增长108.2%，干衣机销
售额增长363.1%。苏宁易购物流
订单最快17分钟完成送达；准时履
约率达到99.7%，“又快又准”刷新
行业服务标准；大家电送装一体服
务，扩展至全国148个城市。

截至3月15日 18点，苏宁百
货类商品全渠道销售同比增长
439%。销售量TOP3的单品为中
国黄金金条、浪莎打底袜、红豆男
士衬衣。苏宁国际整体销售同比
去年 315 增长 918%。其中安耐
晒、Swisse维C泡腾片、迪奥999
荣登最畅销单品TOP3，新口味草
莓味巴黎水成销售黑马。

315全民焕新节，铲屎官们也
没忘记家里的“主子”。数据显示，
截至3月15日18点，宠物基础必
备品同比增长1021%。其中猫粮
增长1115.71%，狗粮增长789%，
皇家、顽皮成铲屎官最爱的宠粮品
牌。

这场被誉为上半年“双十一”
的全民购物节初试牛刀，从新品爆
卖到场景发力再到服务升级，315
消费的水准，正被苏宁全民焕新节
推动升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陶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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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数基金
最受青睐

今年以来，随着大盘从底部快速反
弹，散户入市热情持续高涨，不但A股新
增开户数不断攀升，散户借道指数基金
入市的意愿也在明显增强。

天弘基金最新披露的一组数据显
示，尽管近期大盘震荡加剧，但个人投资
者入场热情仍然高涨。据统计，上周（3
月8日-14日）天弘指数基金系列（由11
只指数产品组成）累计新增用户14.3万，
年内累计新增用户更是突破100万；当
周累计申购近 31 亿元，环比增加了
36%。

截至2019年3月14日，天弘指数基
金系列通过蚂蚁财富、天天基金网等互
联网基金销售平台积累了近900万指数
基金用户，其中散户占比高达99.99%。

不仅天弘，多位年内业绩突出的权
益基金经理表示，尽管近期市场震荡加
剧，但其管理的基金仍在净申购状态。

天弘基金数据显示，宽基指数方面，
天弘上周最受青睐的是天弘创业板，其
次分别是中证500、沪深300、上证50和
中证800。

3月13日，创业板大幅下挫4.49%，
成交额进一步萎缩，但散户投资者仍然
看好创业板后市，天弘创业板全周累计
申购金额超过7亿，领先于其他天弘指
数产品。

热门权益基金
不到两月规模翻番

火热申购的案例并非个案。
上周四，一位年内业绩位于全行业

最前列的基金经理透露，其管理的基金
自春节以来规模已翻倍，其中一半增长

主要是得益于基金净值大涨，而另一半
增长则来自于基金份额增长。

该基金经理表示，其管理的产品近
期仍处于净申购状态，且多是来自于线
上第三方渠道的申购。

不过，亦有公募人士指出，市场远未
到火热之时，不过线上平台确实较线下
更为活跃。

深圳一位公募市场部人士表示，
“最近我们的基金销量确实有明显起
量，但远远达不到2015年 5000点时的
火热情况。现在的感觉是整个市场气
氛在慢慢起来，但线下要比线上更领
先，目前线上更活络一下，而线下在慢
慢起色，因为银行、券商等渠道，客户
群的发动到申购会有一定的滞后期，
比如市场第一波涨完，银行开始去推
动，传导到一线线需要时间，而一线真
正开始有销量也可能要一两个月。所
以我们现在看到申购量在慢慢放大，
但还没有到发爆款的程度。”

新增开户数激增53%
创一年新高

据中登公司最新数据，今年2月18
日至2月22日中国证券市场新增投资者
数31.61万，环比大涨53%。值得注意的
是，这个数据仅仅是在A股这波行情启
动的初期，2月22日以后的数据尚未公
布，但31.61万新增投资者数已经创下近
一年来的新高。

新增投资者数量的激增一直被视
为最强烈的牛市信号。在上一轮牛市
期间——2015年周开户数曾经最高突
破 160 万，但这个数据是在一人 20 户
时代创下的，在一人三户时代，
30万新增投资者已经不能小觑。

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时报
漫画/杨仕成

留下悬念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冲高

回落，收盘微跌，你怎么看？
答：早盘创业板指一度涨超

1%，但随后快速回落，盘面上一带一
路、核电、软件等板块表现不错，虽
然复旦复华7连板，但不少前期人气
股却出现明显分歧。截至收盘，两
市涨停74只，跌停1只。技术上看，
尽管两市成交萎缩，但各股指仍收
于5日、10日均线之上；60分钟图显
示，各股指均略失守5小时均线，但
60分钟MACD指标仍保持金叉状态，
显示短期走势仍存在反复；从形态
来看，周二沪指并未挑战前期高点，
相反出现窄幅震荡，这就让悬念留
给了下一个交易日，但不管怎么样，
除非周三出现强势突破创新高的走
势，其余走势都是短线的一个卖出
信号，毕竟3048点附近的支撑还需
要再次考验。期指市场，各合约累
计成交、持仓均减少，各期指合约负
溢价水平整体明显增加。综合来
看，成交的萎缩并不能支撑短期市
场继续向上拓展空间，操作上仍可
耐心等待下一次回踩。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
持有南玻A（000012）22万股，泰禾集
团（000732）6.5 万 股 ，绿 地 控 股
（600606）12万股，交通银行（601328）
20万股，东方财富（300059）5万股，龙
大肉食（002726）5万股。资金余额
3003725.76元，总净值9127425.76
元，盈利4463.71%。

周三操作计划：交通银行、绿
地控股、泰禾集团、龙大肉食、东方
财富、南玻A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软件服务行业资金净流入掘金龙虎榜

散户不惧震荡跑步入场
热销基金不到两月规模翻倍

我在仰望，3000点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飞翔，股殇遗忘，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追涨的路上……怎么
样？是不是觉得有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这几天，街头巷尾，连热爱广场舞的大妈们都“移情别恋”股票了，她们一边哼
着“月亮之上”，一边成群结队赶赴营业部去找回早已遗忘的证券账户交易密码，感觉就像失散多年之后又找到“组织”了。

从春节后至今，在货币与财政政策利好、中美贸易协商取得进展、MSCI扩容等多个正面因素激励下，市场人气被彻底激
活，场外资金竞相跑步入市。A股已由去年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摇身一变，成为2019年开年以来全球表现最好的市场。

私募积极调研、加仓A股

原公募一哥、华夏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也
在今年推出了自己的新产品——外贸信托-隆
新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该产品成
立于2019年2月28日，备案于2019年3月13
日，托管在光大银行。外贸信托网站也公布了
该产品的成立信息。

记者发现，王亚伟所在的千合资本去年发
行新产品频率大幅下降，在2018年仅推出了昀
锦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外贸信托-宽星9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两只产品；而其在
2017年一口气成立了华润信托-昀沣8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等10只产品，2016年成立了6只
产品，2015年成立了9只产品。

调研方面，千合资本的研究员在今年2月
28日调研了阳光电源，这是王亚伟公司今年唯
一一次调研记录，参加的是集体调研。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底千合资本调研比较
积极，12月调研了红太阳、恒华科技、华宇软
件、国检集团几家公司，11月调研了广汽集团、
温氏股份、杭州银行几家公司。

原兴全基金总经理杨东在“奔私”后成立的
宁泉资产，在今年3月15日备案了一只可转债
基金——宁泉可转债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在兴业证券。

查阅上市公司公告，可以发现，杨东旗下宁
泉资产的产品出现在一些可转债打新的配售名
单里面，比如宁泉致远6号在今年获配了平银
转债，当年杨东执掌兴全基金，最爱的资产之一
就是可转债，转投私募之后，杨东依然对可转债
青睐有加，现在专门推出可转债基金，可见他看
好相关投资机会。

据统计，今年高毅资产、景林资产、敦和资
产、映雪投资等多家百亿私募，均有新发产品。

最高收益超30% 仓位已加至85%
今年主动权益私募基金普遍业绩回暖，弥

补了去年的亏损。格上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
至2月末，股票类私募今年以来整体收益为
10.6%，业绩前1/4的私募平均收益达到25%，
最高收益已超30%。

具体分规模来看，今年以来百亿规模以上
的超大型私募已获得平均10.95%的正收益，其
中持仓比例一直较高的淡水泉投资、景林资产、
星石投资、凯丰投资等产品年内平均收益更是
纷纷超过15%。50亿-100亿规模的私募则平
均获得11.65%的正收益；20亿-50亿规模的私
募平均收益为10.64%；10亿-20亿私募表现较
为落后，收益仅9.16%。

同时，每月一出的仓位数据同样显示私募
整体情绪仍然乐观。根据华润信托的数据，截
至 2019 年 2月底，华润信托股票多头指数
CREFI的平均股票仓位为68.88%，相比1月环
比提升了近11个百分点，也创下了2016年4月
以来的数据新高。并且，股票持仓超过五成的
私募已有78.64%，一半以上的私募持仓超过8
成。据《中国证券报》报道目前几家知名私募的
平均仓位已接近85%。

在市场回暖形势下，今年春季私募调研的
热情也非常高。格上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月
共有291家私募机构参与调研，共调研474
次。从板块分布来看，中小板个股是私募机构
的调研重点。2月中小板被调研公司数量占比
48.95%，创业板占28.27%，主板占比22.78%。

据中国基金报

3000点加码A股
王亚伟等私募大佬都来了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13个行业资金净流
入，其中软件服务、综合行业、航天航空等行业
资金净流入居前。48个行业资金净流出，其中
医药制造、券商信托等行业资金净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4只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金禾实业（002597）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

精细化工产品和基础化工产品生产、研发和销售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19日获机构净买入2132万元。

天华超净（300390）公司是国内领先的
静电与微污染防控解决方案提供商，专业从事
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19
日获机构净买入1687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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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党委3月19日传达
学习贯彻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
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研究了资本市场贯彻
落实工作，目的就是要把握职
责定位，敬畏市场、敬畏法治、
敬畏专业、敬畏风险，发挥各方
合力，努力建设一个规范、透
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
本市场。

证监会表示，必须平衡好
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要坚
持在改革发展中防范风险、化
解矛盾，持续增强资本市场抵
御风险的韧性。精准做好股票
质押、债券违约、私募基金、场
外配资、监管对象各类资管业
务和地方各类交易场所等重点
领域风险处置，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与此前表述不同的是，此
次增加了对场外配资内容。

近期监管层组织力量对券
商配资风险进行了排查，有监

管人士提出，要深刻反思并吸
取 2015 年股票市场异常波动
的教训，证券公司切实履行主
体责任，要勤勉尽责，外部接入
要严格规范，排查风险，营业部
及从业人员不得为场外配资提
供便利，此举旨在规范市场秩
序。今年以来A股持续反弹，
市场风险偏好有所修复，融资
客参与热情明显升温，场外高
杠杆配资死灰复燃，但不同于
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之时，受
《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
业务活动的意见》等监管规则
的约束，当年通过券商和第三
方的接口已被切断，利用程序
化交易、分仓系统账户进入市
场的场外配资资金大幅减少，
当前场外配资多是通过自然人
开立的账户吸引中小投资者资
金，金额小且分散，与4年前的
高杠杆、大量的场外资金入场
相比，资金量难以形成规模。

据证券时报

证监会：
精准做好场外配资、
资管业务等风险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