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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期」2018.4.16——2018.4.20 

◆ 华宝场内基金大家族 

 

 

◆ 市场回顾  

 中美贸易战继续发酵，市场分歧加大  

上周上证指数跌破 3100 点。截至上周五（4.20）收盘，上证综指收报 3071.54 点，周跌近 3%；深证成指周跌 2.60%，报 10408.91点；创业

板指周跌逾 2%，报 1782.81点，连跌三周。两市周五成交 4473 亿元，较周四略有缩减。  

华宝 ETP 周报：沪深两市回调，华宝油气炙手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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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板块上来看，上周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仅 2 个板块收涨，即国防军工和计算机板块，涨幅分别为 1.53%和 0.24%；其他版块均下跌，

其中汽车、轻工制造、以及房地产领跌，最大跌幅超过 5%。  

当下时点，政策与意外密集来袭，市场分歧加大。中美贸易战更已成为悬在 A 股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降准也释放出中国央行希望用

比较稳健的政策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信号，不过即便是降准之利好亦未能提振 A 股市场。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不少机构投资者已下调对今年

A 股收益的预期。春节之后，两融余额一直维持在低位。即便有央行降准释放流动性的利好，从融资融券的数据来看，A 股也并未见增量资金。 

 恒指缩量收跌近1%，短期波动仍存    

受美股及 A 股下跌影响，港股走势反复整体偏软。恒指上周周跌 1.27%，报 30418.33 点，国企指数周跌 1.69%，报 12054.23 点，红筹指数，

周跌 1.17%，报 4438.61 点。上周五大市成交降至 992.89 亿港元，前一交易日为 1149.33 亿港元。虽然香港金管局近日连续入市买港元、沽美

元，令港汇轻微转强，香港走资的情况也有所缓和，但对于港股大市的提振作用有限。不过随着年报披露进入收官阶段，2017 年港股公司整体

盈利向好，符合先前预期。兴业证券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忆东表示，港股市场短期看贸易战，中期看流动性，长期看核心资产。短期和中期

虽有风险因素，但长期来看，中国核心资产重估的大趋势不变，港股长牛主升浪可期。  

 财报多超预期，美国三大股指收涨  

上周，美国三大股指收涨，道指上涨0.4%，标普500上涨0.5%，纳指上涨0.6%。目前企业财报大多超出市场预期。通用电气在周五早间公



ETP 周报丨华宝基金                                                                           2018-4-23 

 

 

本报告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建议，基金投资需谨慎。 

 客服热线；400-700-5588  3 / 8 

布的财报同样好于市场的预期值。数据显示，上周已经有大约16%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公布了财报，其中 81.5%公司的盈利都超出分析师

预期。  

上周，NYMEX原油期货涨1.08%，连涨两周，报68.06美元 /桶，油价攀至2014年以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油价被人为推高，欧佩克

秘书长巴尔金都随即对特朗普的言论作出了反驳，表示该组织并未寻求人为地推动原油价格上涨，明确申明欧佩克并无此种机制。从目前来看，

OPEC 很可能在2018年6月政策会议上和非OPEC产油国达成新一轮的减产协议，有望进一步奠定油价上涨行情。不过减产效果不及预期、以及

美国产量增速过快仍是不确定因素。  

 华宝ETP产品概述  

当下时点来看，贸易战的态势显得更为严峻，虽然有超预期的降准事件，但对市场的支撑仍显偏弱，投资者对市场走势难以准确预判。目

前央行降准、美国制裁中兴、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美贸易战、美国缩表加息等等政策与意外密集来袭，市场分歧加大，热点切换加快，参

与难度加大。在此之际，建议持观望态度的投资者关注目前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场内货基“华宝添益（交易：511990；申购：511991）”。

华宝添益可日内T+0交易，买入后可随时卖出转投股票资产，从而既有希望良好地打理保证金账户内的闲置资金，又不会错过可能转瞬即逝的

股市机遇。  

另一方面，医药板块近期涨势明显，是市场焦点之一，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华宝中证医疗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62412）。该基金是业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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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专注于医疗行业的基金产品，跟踪标的为中证医疗指数（399989.CSI），中证医疗指数主要分布于医疗器械与医疗服务板块，二者合计占

比近90%，具有非常高的医疗行业代表性。中证医疗指数2018一季度涨幅达15.51%，华宝中证医疗基金净值增长达14.32%，位居全部236只指

数基金第1名！（数据来源：银河证券，截至2018年3月30日）。鉴于当前市场波动较大，外围环境多变，建议有投资意向的投资者采用定投策

略平滑择时风险，注意资产平衡配置。  

此外OPEC会议推进油价震荡上行，减产协议与地缘政治仍是关注要点。OPEC与俄罗斯于20日在沙特吉达会面，或将延长减产协议，油价

随之达到2014年以来新高点。华宝旗舰产品华宝油气（162411）标的指数——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指数（SPSIOP）上周表现依旧抢眼，截至上

周五收盘，指数单周暴涨3.88%，而自2018年2月9日年内低点以来涨幅则高达20.23%，为同期油气类产品中涨幅最大标的指数。华宝油气（162411）

是国内首只跟踪油气上游行业的指数基金，也是场内规模最大的QDII-LOF，被投资者誉为“低门槛油价投资利器”，可“T+0”回转交易，与

油价的相关性和波动性较同类基金更大，是更理想的追踪油价工具。  

 

◆ 产品跟踪标的周涨跌情况（截取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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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播报（下列数据若未标明日期，即为 2018 年 4 月 20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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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1 96.63 100.0000 1.0500 3.7610% 1,080

场内货币

国内最大规模

场内货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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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 -2.30% -2.83% -2.76% 4.7890 0.23% 国内首只风格指数ETF

0.9725

（拟合价格）

香港中小（QDII-LOF） 501021.SH 1.404 -3.77% -3.46% -3.27% 1.4095 -0.39% 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股基金

香港大盘LOF 501301.SH 1.166 -1.19% -2.07% -1.97% 1.1688 -0.24% 香港中资大盘股指数基金

宽基

1000分级 162413.OF 母基金非上市 -2.76% -2.64% 1.0013 -2.88% 最具代表性的小盘股指数

 



ETP 周报丨华宝基金                                                                           2018-4-23 

 

 

本报告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建议，基金投资需谨慎。 

 客服热线；400-700-5588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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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2.22% -2.50% -2.31% 1.010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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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 2.36% 1.71% 0.89% 1.2500 0.56% 跟踪美国可选消费行业指数

华宝油气（QDII-LOF） 162411.SZ 0.597 5.29% 3.88% 2.90% 0.6040 -1.16%
国内首只、目前唯一

跟踪油气上游行业的基金

0.9970

（拟合价格）

军工行业ETF 512810.SH 0.839 3.58% 3.51% 3.42% 0.8388 0.02%
追踪中证军工指数

大国崛起，风云军工

券商ETF 512000.SH 0.814 -3.44% -3.54% -3.51% 0.8128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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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6 -3.01% -2.68% -2.66% 0.9684 -0.25%
追踪中证银行指数

价值蓝筹、分红标兵

0.9971 -0.01% 高成长高弹性，“医”骑绝尘医疗分级 162412.OF 母基金非上市 -0.16% -0.18%

行业

 

 



ETP 周报丨华宝基金                                                                           2018-4-23 

 

 

本报告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建议，基金投资需谨慎。 

 客服热线；400-700-5588  8 / 8 

数据来源：华宝基金、Wind 和集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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