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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在公募基金率先发
布业绩排行榜之后，昨日私募基
金2015年上半年股票策略对冲
基金数据出炉。来自私募排排
网数据中心统计，业绩满半年的
1363只股票策略产品今年以来
平均上涨47.36%，大幅跑赢沪深
300 指数的 26.58%。倚天投资
旗 下 的“ 倚 天 雅 莉 3 号 ”以
351.89%的高收益勇夺上半年私
募冠军宝座；明星私募泽熙投资
的两只产品进入前十名。

上半年私募股票型
首尾业绩差超382%

A股今年先扬后抑，虽然6
月15日后市场突变，陷入巨幅
调整。但截至6月30日，上半年
A股整体表现仍然不俗，沪指上
涨32.23%，深成指上涨30.17%，
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更是
分别暴涨94.23%和 69.06%。上
半年火爆的行情使得众多私募
基金捕获了超高收益，私募基金
上半年的战绩整体出色。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中心不
完全统计，截至6月底，成立满
半年的1363只股票策略产品今
年以来平均上涨47.36%，大幅跑
赢指数，1322只产品获得正收
益，占比96.99%，1008只产品跑
赢大盘，占比达73.95%。8只股
票策略产品今年以来收益率已
经超过200%，81只产品今年以
来收益翻倍，552只产品涨幅超
50%，占比40.50%，917只产品收
益超30%，占比67.28%。

但与公募基金一样，股票策

略私募产品业绩分化严重，17
只产品跌幅超过10%，8只跌幅
超20%，首尾相差高达382.81%。

绩优私募看好反弹行情
首选三类超跌股

来自私募排排网的统计，目
前倚天投资叶飞管理的“倚天雅
莉3号”以351.89%收益夺得上
半年私募冠军桂冠。

据悉，截至6月29日“倚天
雅莉3号”累计净值为3.3747。
今年以来，该产品主要受益于次
新股、互联网金融等众多热门板
块的飙升。对于近期行情，“倚
天雅莉3号”投资经理叶飞认为
市场已经见底，市场短期信心部
分恢复。目前满仓运作，看好超
跌的次新股以及超跌科技股，超
跌医药股。

私募明星泽熙投资今年表现
依旧抢眼。旗下的“华润信托-泽
熙1号”和“山东信托-泽熙3期”
6月分别大涨56.07%和13.92%。

凭借着6月的出色表现，这两个
产品今年以来收益率分别高达
279.94%和226.29%，分别排第二
和第六名。截至6月26日，最新
净值分别为3.716和2.8159。

皓泽投资旗下的“西部信
托-清皓 1 期（小雅 1 号）”以
270.67%的高收益拿下上半年股
票私募排行榜的第三名，累计净
值为3.7067。

天启德鑫资产王岩管理的
“北京天启螣蛇投资”上半年擒
获250.17%高收益，位居私募第
四名。泽泉投资辛宇管理的“中
信信托-泽泉景渤财富”6月取
得惊人的127.22%收益，夺下了
单月的冠军，凭借当月的精彩表
现，该产品上半年收益率也高达
249.98%，高居上半年排行榜第
五名。6 月 26 日，最新净值为
3.9446，绝对收益为 294.46%。

“金陀罗飞龙一号”和“中山宝睿
精 选 ”上 半 年 分 别 获 得 了
205.22%和202.72%收益，分列第

七和第八名。
雪球投资旗下的“陕国投-

蓉城稳健1 号（雪球财富）”以
202.00%收益排名第九。该产品
成立于2014年12月18日，累
计净值已达3.02。雪球投资董
事长李昌民表示该产品前期主
要受益于市场热门板块的上涨
和重仓的价值成长股优秀表
现。随着市场的调整，底部区域
在3600正负3%区间，优质股被
错杀，是中长期买入的好时机，
看好国企改革、医药、食品饮料、
保险券商、智能高端技术制造板
块等板块。

排名第十的是智信创富投
资彭兴华管理的“智信创富长流
1 期 ”，上 半 年 收 益 率 为
184.99%，最新净值为 2.8499。
另外，和聚投资、毕咸投资、弘硕
投资、鸿逸投资、丰大资产、朴信
投资、清水源、展博投资、旗隆基
金等私募旗下产品表现出色，名
列前茅。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在经过连续性的下
跌之后，众多上市公司股价大幅
回落。昨日市场强劲反弹，超
跌、错杀个股也迎来了估值修复
的好时机。青年报记者粗略统
计，6月15日以来跌幅超过50%
的个股多达超千只。那么当反
弹来临，谁能有望成为市场的领
头羊？机构认为有两条指标可
进行筛选：一个是价值指标，一
个是交易型指标。

超千只股被“腰斩”
6月15日以来A股急速下

滑，沪指累计下跌1457点，跌幅
28%，创业板、中小板跌幅更大，
分别下跌了37%、36%。在经历
大幅杀跌后，管理层不断释放出
利好，伴随政策的托底，大盘企
稳值得期待。

同花顺数据统计显示，自6
月 15 日市场开始巨幅调整以
来，两市共2426只个股下跌，跌
幅在30—50%之间的个股达852
只，跌幅超过50%的有1230只个
股。若市场企稳，因前期跌幅巨
大的个股或有望率先反弹。在
1230股被腰斩的个股中，股价
缩水超六成的个股达278只，其
中雪峰科技、潜能恒信、广东甘

化、民丰特纸、工大高新、昌红科
技、凯瑞德、全信股份、京天利、
全筑股份跌幅位列前十。这个
10只个股中6只来自创业板。

对于超跌股，投资者往往存
在一些误区：认为超跌股就是跌
得越深越好，跌得深了，做空动
能就完全释放了，反弹中后市就
不大可能继续下跌。但这些观
点存在一定片面性。毕竟超跌
只说明做空动能得以一定释放，
但并不能保证后市不出现新的
做空动能。且大跌的个股中，也
有些问题上市公司，比如近期熊
气逼人的京天利。

多维度筛选投资标的
上投摩根基金昨日致信投

资者，如果没有躲过暴跌，请不
要再错过可能将至的反弹。财
富证券日前业发布研报，观点鲜
明地表示大反弹一触即发。但
两市千余只股跌幅超过50%，该
如何筛选投资标的呢？

财富证券建议重点抄底超
跌错杀类、上市公司自身有需求
类和指数权重三类个股。配置
上关注三类个股：一是超跌错杀
类，比如部分食品饮料、医药、公
用事业、休闲服务甚至计算机等
行业个股，业绩有支撑，估值有
望修复；二是上市公司方面本身

有需求，如部分公司股价急跌后
已经低于定向增发、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价格；三是指数权
重股，如金融、有色、采掘等。

申万宏源则在最新研报中
建议投资者从两个维度筛选投
资标的。

一是价值型指标。参考历
史估值水平，目前市场整体并不
便宜，但部分股票已经逐步跌到
估值的历史底部区域，重点考虑
高管增持（高比例）、员工持股计
划、回购、跌破定增价、股权质押
接近临界线等指标。

二是交易型指标：由于前期
杠杆账户的杠杆依然还在，下跌
速度较快，换手不充分会导致抛

压较重，重点考虑高点下来换手
充分的个股，例如超过150%以
及近5日换手充分的个股，例如
换手率超过40%；重点考虑跌幅
较深，例如跌幅超过 50%的个
股；另外由于很多公司是迫于流
动性危机压力而停牌，不排除市
场流动性转好而复牌，所以暂时
忽略是否在交易状态。

申万宏源重点推荐下列个
股：新大陆、软控股份、永创智
能、中海达、同有科技、慈星股
份、华峰超纤、大冷股份、罗莱家
纺、富安娜、久其软件、华策影
视、蓝色光标、禾欣股份、华兰生
物、国新能源、象屿股份、恒逸石
化、桐昆股份、鼎汉技术。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昨日
晚间，时代新材、华润万东双双
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其
中，时代新材预计今年上半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00%到
250% 。 上 年 同 期 公 司 净 利
6074.77万元。时代新材在公告
中表示，期内业绩增长主要原因
为公司轨道交通、风电等业务较
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增长；欧
元贷款因汇率变动产生汇兑收益
所致。

与此同时，华润万东也于昨
日晚间发布的半年度业绩预增
公告。公司预计2015年上半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70 至
80%。上年同期公司净利润1090
万元。华润万东表示，期内业绩
增长主要因公司加大营销投入
力度，努力扩大市场份额，营业
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导致
净利润增加所致。

富瑞特装
拟10转10

本报讯 记者 陈晓彬 富瑞
特装昨晚发布半年报业绩预告，
同时发布高送转预案，拟每10
股转增10股。

同时富瑞特装发布了半年
报业绩预告，公司上半年盈利在
5300.34万元至7067.12万元之
间，同比下滑了 40%—55%。业
绩变动由于国内宏观经济增速
总体出现下滑、油气价差减小等
不利因素的持续影响，导致公司
主要的LNG应用装备产品市场
需求低迷，而发动机再制造油改
气、船用燃料罐、速必达供气系
统、海上LNG装备等新业务尚处
于市场开拓阶段利润贡献较小，
导致公司2015年半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和净利润均较去年同期
有较大幅度下降。

市场回暖 超跌股票迎反弹良机

逾千只私募上半年跑赢大盘
倚天雅莉3号夺冠，泽熙两产品入前十甲

■公告速递

时代新材、华润万东
上半年业绩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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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鼎泰
新材昨日发布公告称，因投资需
求，中科汇通于7月8日通过证
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买入
397.61万股公司股票，增持比例
达 5.1%，增持均价为 27.44 元。
本次增持后，中科汇通持有公司
股份占总股本的5.1%。

与此同时，鼎泰新材还于昨
日晚间发布了增持公告。内容
显示，鼎泰新材的控股股东及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
增持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10日起的六个月内，通过证券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等方式增持不少于其2015年
上半年累计减持股票金额的
10%。

鼎泰新材
获中科汇通举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