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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期」2018.2.5——2018.2.9 

◆ 华宝场内基金大家族 

 

 

◆ 市场回顾 

 沪指快速调整，本周跌幅达9.60% 

上周，A股在美股接连大幅下挫的背景下大幅回调，大部分指数基本抹杀了年初至今的收益。沪指连续调整，市场频现百股跌停，上周五

（2月9日）市场加速探底，上证综指一度跌6.1%击穿3100点大关，最终收跌4.05%报收3129点，周跌9.6%。截至2月9日，沪指2月跌幅已达10.08%；

华宝 ETP 周报：全球股市大调整，关注华宝添益长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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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成指周跌8.46%，报收10001点；创业板指周跌6.46%，报收1592点。  

从盘面上看，上周市场全线下跌，继中小创深度调整之后，上证 50为代表的大盘蓝筹也遭遇“通杀”，板块尽墨，之前持续走高的A股“漂

亮50“等蓝筹股，也未能幸免的大幅下挫。  

 恒指连续调整，本周跌幅达9.49% 

受美股暴跌引发全球股市大调整影响，以及 2017 年底以来港股快速上涨积累了巨大浮盈产生的反向冲击，本月香港恒生指数在（1 月 29

日）冲上历史新高 33484 点之后连续调整。截至 2018 年 2 月 9 日星期五，2 月累计跌幅达 10.28%，香港恒生指数周跌达 9.49%，报 29507 点。

恒生国企指数周跌 12.09%，报 11901 点；恒生红筹指数周跌 10.30%，报 4322 点。统计短期行情，2000 年以来标普 500 指数历次超过 10%的

回撤时，港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美股上周大幅回调，三大股指齐大跌  

2018年2月的第二周，美国标普500指数大跌5.16%，创两年来最大单周跌幅；截至上周五（2月9日）三大股指全部大跌，道琼斯大跌5.21%，

纳斯达克大跌5.06%，标普500大跌5.16%。上周一和周四（2月5日和2月8日）道指两次暴跌逾1000点，2月5日盘中道指更是一度跌1566点，这

是目前美股道指史上仅有的一次盘中单日暴跌达1500点以上的交易日。整体看来，2018年美国加息预期较强，美债收益率大涨，长达9年牛市

行情涨幅过大估值过高，这三大原因或是导致美股高位回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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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ETP产品概述  

上周A股、港股和美股市场均遭遇调整，截至上周五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其中A股连续多日出现百股跌停现象，美股上周一和周四更是

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两次暴跌。华宝基金旗下ETP产品跟踪的指数也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建议投资者控制好权益仓位，闲置资金可合理利

用华宝添益（买卖：511990；申赎：511991）。  

A股ETP方面：上周，A股深度调整，中小创遭遇重创，大市值蓝筹价值风格指数也大幅回调。行业方面，银行ETF、军工行业ETF和券商

ETF跌幅居前，跟踪的中证银行指数、中证军工指数和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上周累计跌幅分别为8.04%、9.05%和12.82%。  

港股ETP方面：上周恒生指数连续调整，华宝旗下港股ETP产品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调。香港大盘（501301）跟踪标的恒生中国（香港上

市）25指数上周下跌11.80%；中小盘的港股ETP精品香港中小（501021）跟踪的标普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精选指数上周下跌 11.26%。盘中均跌

破120日线。  

美股ETP方面：上周美股市场持续调整，三大股指在上周五暴跌。华宝基金旗下海外投资精品美国消费（162415）标的指数标普可选消费

品精选指数（ IXY）周跌4.59%，资源类ETP基金华宝油气（162411）标的指数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周跌 8.82%。  

虽然全球股市均历经大回调，但美股估值仍处于偏高位置，不排除继续承压下跌的可能，港股或受美股下跌拖累。但同美股估值高位不同，

港股市场估值水平在各主要市场中横向对比处于最低水平。从估值上看，港股短期波动加剧并不影响其全球资产配置价值。建议投资者控制仓

位，看好港股后市的投资者在策略上建议采用定投策略平滑一次性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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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华宝港股指数基金新品——港股通恒生香港35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正在继续火热发行中，基金简称：香港本地；代码：162416，基金

标的指数为恒生香港35指数（HSHK35），指数网罗35只最具代表性香港本地股。基金借助港股通，无QDII额度限制，指数成份不含中资股，

与A股相关性较低，可较好分散A股资产风险暴露。根据恒生官网数据，截至2017年末，恒生香港35指数过去五年的年化波动率仅为14.43%，

最大回撤 -24.41%，均远低于A股市场指数。而股息率为3.74%，高于其它港股指数和A股指数，具有较好的防御性。  

伴随近期股票市场波动加大，建议投资者合理善用场内现金管理工具，重点关注目前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场内货基“华宝添益（交易：

511990；申购：511991）”，买入即可享受收益，卖出即刻可买入股票，可日内“T+0”无限次交易。近期七日年化收益率均在4%以上，  受

节假日影响，华宝添益将于2月13日至2月22日暂停办理申购业务，敬请投资者重点注意时间节点。截至年前最后一个交易日（2月14日），华

宝添益场内交易不受申购暂停影响，买入持有份额可至少获得春节假期8天货币基金分红收益。但临近春节长假前夕隐含价格会逐步推高场内

价格，今日（2月12日）收盘价已来到100.023元，建议想通过持有华宝添益获得长假货币基金收益的投资者，交易前请重点关注其场内价格变化。 

 

◆ 产品跟踪标的周涨跌情况（截取 2018年 2月 5日至 2018年 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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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播报（下列数据若未标明日期，即为 2018年 2月 9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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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代码 收盘价
周日均成交

金额（亿元）
净值

最新

百份收益

最新七日

年化收益率

场内规模

（亿元）

华宝添益 511990.SH 100.035 83.48 100.0000 1.1258 4.2260% 790

简称 代码 收盘价
周涨跌

（价格）

周涨跌

（指数）

周涨跌

（净值）
最新净值 折溢价率

价值ETF 510030.SH 5.278 -8.21% -9.86% -9.78% 5.1400 2.68% 国内首只风格指数ETF

0.9685

（拟合价格）

香港中小（QDII-LOF） 501021.SH 1.309 -11.67% -11.26% -10.24% 1.3283 -1.45% 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股基金

香港大盘LOF 501301.SH 1.142 -11.47% -11.80% -10.01% 1.1475 -0.48% 香港中资大盘股指数基金

1000分级 162413.OF 母基金非上市 -6.70% -6.42% 0.9358 3.49% 最具代表性的小盘股指数

场内货币

国内最大规模

场内货币基金

宽基

* 货币基金折溢价率的计算不考虑周末和节假日的净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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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代码 收盘价
周涨跌

（价格）

周涨跌

（指数）

周涨跌

（净值）
净值 折溢价率

红利基金LOF 501029.SH 1.080 -6.09% -8.37% -7.91% 1.0461 3.24% 高股息率，共享成长

简称 代码 收盘价
周涨跌

（价格）

周涨跌

（指数）

周涨跌

（净值）
净值 折溢价率

美国消费（QDII-LOF） 162415.SZ 1.196 -8.28% -4.59% -3.76% 1.2120 -1.32% 跟踪美国可选消费行业指数

华宝油气（QDII-LOF） 162411.SZ 0.508 -12.41% -8.82% -7.93% 0.5070 0.20%
国内首只、目前唯一

跟踪油气上游行业的基金

0.8105

（拟合价格）

军工行业ETF 512810.SH 0.676 -9.02% -9.05% -8.20% 0.6828 -1.00%
追踪中证军工指数

大国崛起，风云军工

券商ETF 512000.SH 0.837 -12.54% -12.82% -12.70% 0.8358 0.14%
追踪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

弹性蓝筹、资本中枢

银行ETF 512800.SH 1.058 -7.68% -8.04% -7.96% 1.0566 0.13%
追踪中证银行指数

价值蓝筹、分红标兵

0.8062 0.53% 高成长高弹性，“医”骑绝尘医疗分级 162412.OF 母基金非上市 -5.91% -6.34%

策略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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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华宝基金、Wind和集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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