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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期」2018.3.12——2018.3.16 

◆ 华宝场内基金大家族 

 

◆ 市场回顾  

 沪指失守20日均线，创业板止步周线三连阳  

上周五（3 月 16 日），上证综指震荡下探，跌 0.65%，报 3269.88 点，失守 20 日均线；深成指跌 1.01%，报 11051.12 点，考验 60 日线；

创业板指跌 1.48%，报 1821.32 点，失守 10 日均线。两市成交不足 4000 亿元，创阶段新低。  

上周，沪指跌逾 1%；创业板指跌近 2%，止步周线三连阳。两会第二周，市场有所调整，单周上证综指和创业板跌幅分别为 1.13%,1.89%。

华宝 ETP 周报：沪深两市缩量回调，香港本地最后一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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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表现方面建材、有色、纺织服装涨幅居前，而军工、电子、银行则跌幅超过 2%。  

 港股连涨两周，总体估值仍低  

上周五，香港恒生指数收盘跌 0.12%，报 31501.97 点，周涨 1.63%。恒生国企指数跌 0.37%，周涨 1.95%。大市成交大幅升至 1436.6 亿港

元，前一交易日为 1106.9 亿港元。香港民众证券董事总经理郭思治认为港股本月大市已属先低而后高，恒指自 5 日的低位 29852 点升至 13 日

的高位 31710 点，在 7 日内累积的升幅已达 1858 点。大市中旬或仍会反复，原因是本周以来大市的交投一直偏淡，技术上欠一股上冲动力。

目前虽然中美贸易摩擦风险上升，但贸易摩擦规模可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总体而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全局影响有限，目前，港股市场估

值水平仍低。  

 美股全线回调，市场担忧贸易战  

上周五，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道指涨 0.29%，报24946.51点；纳指收涨0.25点，报7481.99点；标普500指数涨0.17%，报2752.01点，结

束四连跌。上周，道指累计跌幅1.54%，纳指累计跌幅1.04%，标普500指数累计跌幅1.24%。上周五是所谓的四重魔力日，即股指期货、股指选

择权、个股期货及个股选择权均在当日到期。  

市场对全球贸易战的担忧造成上周美股的下跌。特朗普政府的钢铝关税预计将在未来几周时间里生效，此前特朗普已在上周签署了两项命

令。虽然加拿大和墨西哥已被豁免这两项关税，但投资者担心全球其他国家可能会做出反击。另外，美国证据的动荡也施压股市。上周四有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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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决定替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但是，周五白宫方面则否认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会有任何变动发生。 

◆ 华宝 ETP 产品概述 

A股ETP方面：  

上周，A股整体有所调整，板块回调明显。受整体市场影响，行业ETP产品券商ETF、银行ETF、军工行业ETF跌幅居前，相应标的指数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中证银行指数、中证军工指数上周累计跌幅分别为2.63%、2.36%和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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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

隔夜逆回购价格的走低，华宝添益近期相对优势明显，持续出现明显溢价，持有华宝添益的投资者可重点关注盘中价格变化，适时采用卖出申

购方式增厚收益。  

港股ETP方面：  

上周港股市场势头较好，华宝基金旗下港股ETP产品也从中受益。香港大盘（501301）跟踪标的恒生中国（香港上市）25指数上周涨幅2.24%；

据Wind数据，截至2018年3月16日，香港大盘自2017年4月20日成立以来累计净值涨幅达2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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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涨幅1.95%，截至3月16日基金过去一年净值增长23.33%。兴业证券张忆东最新报告认为，考虑到2017年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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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以及人民币升值因素，中资企业2017年业绩大概率表现较好。在估值仍然处于偏低的水平下，明显改善的盈利将推动股票上涨。已经发布

的业绩正在验证，上周金融、地产、科技等行业的公司都有不少亮点。本周将是年报发布的高潮，众多中资龙头股年报是关注的焦点。建议香

港大盘（501301）重点关注重仓股年报数据。  

华宝基金旗下另一只港股指数基金——港股通恒生香港35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香港本地，代码：162416）发行进入最后一周，该基

金为内地首只纯香港本地股基金，标的指数为恒生香港35指数（HSHK35），指数网罗香港本地市值最大35家龙头企业（不含中资股）。基金

借助港股通，无QDII额度限制，与A股相关性相对较低，可较好分散A股资产风险暴露。  

美股ETP方面：  

上周，美股市场全线回调。截至上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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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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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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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跟踪标的周涨跌情况（截取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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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播报（下列数据若未标明日期，即为 2018 年 3 月 16 日数据，周数据截取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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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20 106.63 100.0000 1.1177 4.0820% 956

场内货币

国内最大规模

场内货币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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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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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 -1.05% -1.38% -1.37% 5.1970 0.06% 国内首只风格指数ETF

1.0300

（拟合价格）

香港中小（QDII-LOF） 501021.SH 1.473 1.31% 1.95% 1.60% 1.4844 -0.77% 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股基金

香港大盘LOF 501301.SH 1.226 2.77% 2.24% 1.91% 1.2261 -0.01% 香港中资大盘股指数基金

宽基

1000分级 162413.OF 母基金非上市 -0.46% -0.45% 1.0434 -1.28% 最具代表性的小盘股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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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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 -1.47% -1.06% -1.03% 1.0718 -0.17% 高股息率，共享成长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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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 -2.59% -0.71% -0.92% 1.2870 -0.62% 跟踪美国可选消费行业指数

华宝油气（QDII-LOF） 162411.SZ 0.537 0.00% -0.83% -0.91% 0.5430 -1.10%
国内首只、目前唯一

跟踪油气上游行业的基金

0.9225

（拟合价格）

军工行业ETF 512810.SH 0.767 -1.92% -2.17% -1.98% 0.7655 0.20%
追踪中证军工指数

大国崛起，风云军工

券商ETF 512000.SH 0.857 -2.28% -2.63% -2.63% 0.856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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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 -2.36% -2.36% -2.35% 1.0330 0.10%
追踪中证银行指数

价值蓝筹、分红标兵

0.9241 -0.17% 高成长高弹性，“医”骑绝尘医疗分级 162412.OF 母基金非上市 -2.07% -1.98%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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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华宝基金、Wind 和集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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