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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期」2018.6.11——2018.6.15 

◆ 华宝场内基金大家族 

 

 

◆ 市场回顾  

 A股利空加速兑现，短期市场弱势震荡  

上周，大盘整体表现较弱，成效低迷。上证综指跌幅 1.48%，深成指跌幅 2.57%，创业板指跌幅 4.08%，中小板指跌幅 3.10%，沪深 300

跌幅 0.69%，上证 50 微涨 0.60%，创业板 50 跌幅 3.93%。上周主要指数只有上证 50 小幅上涨，其它指数悉数回调。从板块上来看，截至上周

华宝 ETP 周报：利空加速兑现，提防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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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申万一级 28 个行业中，5 个行业上涨，23 个行业下跌，涨跌比 5:25。  板块涨幅前三分别为：钢铁（3.09%）、房地产（1.02%）和非银

金融（0.98%）。板块跌幅前三为：通信（ -7.86%）、计算机（ -5.81%）、国防军工（ -5.78%）。上周伴随着战略配售基金发行，美股周三年内

第二次加息等事件，持续的市场抽血令投资者做多意愿不强。前期强势的食品饮料、医药股也陷入回调。上证指数周收盘 3021.90 点，继创年

内新低，个股有闪崩现象，3000 点保卫战已打响。  

 港股进入阶段性调整，后市仍需谨慎判断  

上周香港恒生指数收报 30309.49 点，累计跌幅 2.10%。上周恒生沪深港通 AH 股溢价指数上涨 4.18pct 至 121.13。从行业板块表现看，上周

涨幅居前的 3 位分别是：机械及高端制造（4.3%）、化工（3.2%）、煤炭（3.0%）。上周跌幅最大的 3 位分别是：贵金属（ -7.1%）、有色金

属（ -5.3%）和电讯传媒（ -5.1%）。观察港股通资金情况，截至 2018 年 6 月 15 日，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净流出 137.56 亿港币，资金流出规模

按周环比扩大 8.9 亿港元，仍远低于今年 2 月初港股通净流入额 1000 亿港币以上，整体仍处于年初至今较低水平，反应港股通增量资金入市态

度依然谨慎。上周港股下跌带动其估值水平回落。截至 6 月 15 日，恒生指数 PE 为 11.45 倍，周环比下跌 0.22。港股目前进入调整阶段，当前

市场风险犹存，后市仍需更加谨慎的判断。  

 贸易形势再度紧张，美股市场微微震荡  

针对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将立即出台同等规模和力度的征税措施。全球贸易局势，带动避险情绪升温。上周五美股收跌。美中贸易摩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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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走低。油价大幅下跌使原油板块下挫。上周道指下跌0.89%，报25090.48点；标普500指数周涨0.02%，报2779.66点；纳指周涨1.32%，报7746.38

点。截至上周五收盘，今年内道指累计上涨1.5%，标普500指数上涨4%，纳指上涨12%。后续仍需关注贸易摩擦发酵的几个方面：①美国方面，

6月30日对中国技术收购实施限制并加强对中国出口管制，以及后续对中国贸易战金额是否升级（ 8月密集投票期间可能是时间窗口）；②是否

会有扩大内需的政策对冲，一是是否会在6月底或7月继续降准，二是加大财政支出或加大地方债发行稳基建。  

 华宝ETP产品概述  

市场继续弱势调整，上周华宝A股ETP产品跟踪标的指数中，仅有上证180价值、中证银行指数小幅收涨，其余指数尽墨。上周受社融及经

济数据不及预期、中美贸易战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普遍下跌，沪深300、创业板指跌幅分别为0.69%、4.08%，其中煤炭、钢铁、地产等周期股

表现较优，而通信、军工、计算机等成长板块跌幅较大。因此建议投资者现阶段对国内市场的投资策略可以防御为主，同时适当将视线转向海

外市场，比如美国消费、金融、能源等板块。  

受消费板块业绩推动助力，截至6月15日，华宝美国消费（人民币份额：162415；美元份额：002423）年内上涨10.49%。该指数覆盖除必

需消费（食品、饮料、烟草、居家用品、主要用品零售商等）以外的消费行业，涵盖了家庭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大盘蓝筹的价值属性及

高流动性。根据标普指数月报数据（截至5月31日）， IXY指数已连续9个自然年度取得正收益，指数过去5年年化回报为15.35%，过去10年年

化回报为14.51%，大幅优于标普500指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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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市场近期波动较大，目前市场回调既有基本面转弱，流动性中性的预期因素，同时还有信用风险暴露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担忧

对市场的冲击，另外市场本身的风险暴露、股市供需变化导致的资金面紧张等因素的综合效应或将导致市场短期处于弱势震荡和风险抵御阶段。

在此背景下，建议投资者充分利用好场内货基之王——华宝添益（买卖：511990/申赎：511991）这一场内保证金管理工具，在股票资产和货币

基金资产之间进行灵活、快速的切换。  

 

◆ 产品跟踪标的周涨跌情况（截取 2018年 6月 11日至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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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播报（下列数据若未标明日期，即为 2018年 6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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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20 104.51 100.0000 1.0123 3.7740%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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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8 0.71% 1.47% 1.67% 4.8790 -0.64% 国内首只风格指数ETF

1.0235

（拟合价格）

香港中小（QDII-LOF） 501021.SH 1.538 -0.77% -1.58% -0.97% 1.5270 0.72% 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股基金

香港大盘LOF 501301.SH 1.200 -0.08% -2.42% -1.75% 1.1924 0.64% 香港中资大盘股指数基金

香港本地LOF 162416.OF 1.008 -0.98% -1.62% -1.21% 1.0136 -0.55% 港味纯正的香港本地股指数基金

宽基

1000分级 162413.OF 母基金非上市 -4.48% -4.17% 0.9148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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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0.98% -1.88% -1.45% 1.0106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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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 0.66% 2.18% 1.73% 1.2350 11.98% 跟踪美国可选消费行业指数

华宝油气（QDII-LOF） 162411.SZ 0.654 -0.91% -3.80% 1.12% 0.5420 20.66%
国内首只、目前唯一

跟踪油气上游行业的基金

0.9895

（拟合价格）

军工行业ETF 512810.SH 0.658 -5.87% -5.92% -5.82% 0.6572 0.12%
追踪中证军工指数

大国崛起，风云军工

券商ETF 512000.SH 0.766 -1.42% -1.73% -1.58% 0.7646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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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3 0.53% 0.27% 0.67% 0.9429 0.01%
追踪中证银行指数

价值蓝筹、分红标兵

0.9949 -0.54% 高成长高弹性，“医”骑绝尘医疗分级 162412.OF 母基金非上市 -5.09% -4.98%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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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华宝基金、Wind和集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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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使用本周报内容所引发的直接或间接损失而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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