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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所谓基金互认是指允许境
外注册并受当地监管机构监管
的基金向本地居民公开销售。
境外的优秀基金有望在当地公
开募集，同理，在当地注册监管
的优秀基金也有望进入境外市
场。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简而
言之就是香港成立的基金可以
向内地销售，内地成立的基金也
可以进入香港市场。据了解，自
7月1日以来，证监会共收到并
受理17只香港互认基金产品的
注册申请，其中施罗德、惠理集
团等资产管理公司都已提交过
香港基金互认申请。

首批宣布的南下基金有四
只：分别是华夏回报、工银瑞信
核心价值、汇丰晋信大盘、广发
行业领先，三只混合型，一只股
票型。首批宣布的北上基金有
三只，分别是摩根亚洲总收益债
券基金、行健宏扬中国基金，以

及恒生中国H股指数基金，分别
为债券型、股票型和股票指数
型。

对于能够成为首批互认基
金，各家机构都比较兴奋。

上投摩根总经理章硕麟就
表示，上投摩根为基金互认业务
已做了长期准备，通过与外方股
东摩根资产管理的紧密合作，充
分整合双方在产品、渠道方面的
资源优势。在产品注册申报的
同时，公司在技术层面和销售渠
道的拓展工作也做了大量准
备。章硕麟介绍，投资人配置海
外资产的需求持续升温，销售渠
道也普遍对香港互认基金呈现
出较高热情，摩根资产管理的互
认基金将在上投摩根直销、中外
资银行渠道、第三方销售平台进
行销售。

从历史数据来看，北上南下
的互认基金过往业绩都不错，比

如南下的华夏回报基金是一只
老牌绩优基金，已经成立12年，
净值增长了789.22%，共分红72
次，是内地分红次数最多的公募
基金。

内地投资比较关心的北上
三只基金在港股市场上的评级
都不错。

其中摩根亚洲总收益债券
基金是摩根资产管理旗下基金
产品，已经成立十年以上，投资
标的是亚洲债券，这只基金去年
曾被国际权威基金评级机构
Morningstar评为最佳亚洲债券
基金。该基金每月派息，每个月
都能及时返还收益，是基金中较
为“小确幸”的产品。而行健宏
扬中国，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在香港77只股票零售基金
中，累计回报排名第三，回报与
风险比例（以夏普比率计算）排
名第一。截至2015年11月30

日，基金评级机构晨星 (MORN-
INGSTAR) 给予行该基金五年表
现五星的最高评级。

记者从天弘基金获悉，其代
理了行健宏扬中国基金销售，并
计划于元旦小长假后让该产品
与内地投资者见面，在天弘基金
的直销平台申购，其投资起点仅
为10元，。

蚂蚁金服方面也宣布，用
户不久后就能在蚂蚁聚宝理财
平台进行购买北上基金。“买香
港基金会像是在淘宝购物那样
简单。”蚂蚁金服财富海外事业
部总经理熊熊说，购买流程会
尽可能简单，与以前的基金购
买方式没什么不同。蚂蚁聚宝
以人民币计算份额，香港基金
起购金额低至 100 元，而在香
港，一般需要上万人民币起
购。此外，赎回时间也会比
QDII快很多。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在经历了2015年
的市场大起大落之后，投资们开
始展望2016年，未来A股将如何
演绎？投资机会在哪里？该注
意哪些风险点？近期公募基金
的2016投资策略陆续出炉。总
体来看，与私募高涨乐观情绪不
同，慢牛格局是公募基金经理们
的共识，他们还认为相较于2015
年，投资者降低收益期待值，而
新兴消费行业是各基金公司共
同看好的机会。

2016年适当降低收益预期
我国已经进入“低利率”甚

至是“负利率”时代，不愿资产被
负利率时代蚕食的投资者还该
选择 A 股作为主要投资对象
么？公募基金的回答是：尽管明
年A股的投资收益下降，但A股
仍旧是各类投资渠道的首选。

海富通基金认为 2015 年
6-8月之后，证金公司投入万亿
以上救市，事实上已成为A股的

平准基金，使得A股资金结构出
现历史性变化。对资金配置来
讲，目前除A股外，缺乏有可观
回报率且风险可控的资产可以
配置。其判断2016年A股市场
将是慢牛走势，A股下跌风险可
控，预计 2016 年 A 股仍有超过
10%以上的预期收益率。

近日，光大保德信基金权益
投资部总监戴奇雷在谈到明年
的市场时也表示，虽然经过今年
6月以来的股市巨幅震荡，但无
论从宏观经济的趋势预测，还是
从企业盈利水平、从市场的流动
性来看，A股仍在“牛途”中，慢
牛格局值得期待，市场结构性机
会仍然存在。但投资者应适当
降低收益预期，从长期来看，金
融资产的回报率仍然同实体经
济的回报水平密切相关。

中欧基金刘明月则表示，市
场整体中长期的发展走势并没
有改变，2016年大概率将会呈
现“慢牛行情”。不过，从短期来
看，由于市场估值较高，可能会
出现一定的调整。

合理配置 挖掘新兴消费
关于明年的投资机会，戴奇

雷表示明年可以从三条主线寻
找：一是从传统行业中寻找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二是自
下而上地挖掘企业盈利有业绩
支撑的个股；三是成长性仍是市
场的主基调，2016年成长股可能
面临休整，但未来两三年，随着
新兴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比的
上升，股票市场有望迎来“慢牛
型繁荣”。因此，2016年可寻找、
发掘新兴消费类公司，如文化、
娱乐、旅游等行业个股，进行战
略性配置。

海富通认为中国经济的未
来和产业持续努力的方向都在
新兴成长性行业，这些行业依然
会成为股票投资的主流配置。
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投资方向
有：一、十三五规划中的重大产
业政策，包括军民融合、生态中
国和精准医疗等有重大专项规
划的重点支持产业；二、云计算、
大数据、机器人、VR、3D打印、智

能驾驶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成长
性行业；三、医疗、养老、旅游、体
育和教育等服务业；四、国企改
革，尤其是军队体制改革之后，
军工企业可能加速重组；五、有
稳定增长预期、估值具有安全边
际的低估值、高分红板块。

中欧基金刘明月认为，“新消
费”和“新科技”等方面存在投资
机会。其中，调结构受益的相关
行业值得关注，各类改革相关的
政策也或将带来行业发展机会。

信诚基金则称在经济转型
的大背景下，上市公司也在积极
地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寻求新
的发展方向，其倾向于给予那些
符合经济发展方向、具有成长空
间的行业和公司溢价。中长期
坚定看好成长和新兴行业。其
2016年的投资关键词分别是：
一、人口结构变化。集中体现在
养老，医疗，康复等领域。二、消
费升级；三、新兴产业和新技术；
四、体制改革，如电改，军队改革
以及国企改革等；五、阶段性配
置机会。

香港互认基金明年有望登陆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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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明年A股或有调整但仍在“牛途”

三只海运股
今日集体复牌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昨日晚
间中海集运、中国远洋、中海发
展集体公告，称就上交所问询函
做了答复，并宣布 25 日复牌。
三公司公布了重组后的业务方
向，其中中海集运重组后拟打造
航运金融服务平台，中国远洋转
型集装箱航运服务，中海发展拟
专注油气运输业务。

中海集运昨日晚间公告称，
根据 12 月 22 日收到的上交所
问询函，公司对有关问题进行了
认真分析及回复，并对《中海集
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和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文件进行
了修订和补充，公司股票将于
12月25日复牌。根据方案，中
海集运拟通过资产出售及资产
收购方式，将公司业务重心由集
装箱班轮营运商转变为以船舶
租赁、集装箱租赁和非航融资租
赁等多元化租赁业务为主的综
合金融服务。

中国远洋同日公告称，根
据 12 月 22 日收到的上交所问
询函，公司对有关问题进行了
认真分析及回复，同时按照要
求对《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文件进行
了修改和补充。根据重组方案，
中国远洋拟剥离干散货运输业
务，同时通过收购及租赁方式整
合中远、中海两大集团集运业
务，交易后公司战略定位将实现
从“综合性航运服务”到“专注于
发展集装箱航运服务供应链”的
转变。

对于业绩影响方面，中国远
洋称，此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2014年各项利润指标均有较大
提升。从当期情况看，公司2015
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从1.88亿元下降至0.50亿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母净
利润由亏损38.14亿元减少至亏
损13.00亿元，公司经营情况得
到改善，亏损显著收窄。

中海发展则公告称，根据
12月 22 日收到的上交所问询
函，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
析及回复，并对《中海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
预案》等文件进行了修订和补
充。公司股票将于 12 月 25 日
复牌。根据方案，中海发展拟
出售全部散运业务，同时购买
从事油运业务、LNG运输等业务
的大连远洋100%股权。交易完
成后，公司将成为船队控制运
力规模全球第一的油运公司，
主营业务将变更为专注于油品
运输业务、LNG运输业务的油气
运输公司。根据以重组完成后
的公司2015年9月30日未经审
计的模拟合并财务报表，2015
年1-9月模拟营业收入和营业
成 本 分 别 为 8287.73 万 元 和
5827.8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19.98亿元，较
公司2015年1-9月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91亿元增
长189.25%。

证监会日前宣布
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
业务开闸，首批七只互
认 基 金 终 于 尘 埃 落
定。业内人士指出，这
意味着以后大陆普通
投资者也可以方便地
购买香港基金，而记者
从相关渠道获悉，相关
互认基金有望于元旦
小长假后与内地投资
者见面，投资门槛或低
至10元。

青年报记者 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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