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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期」2018.7.2——2018.7.6 

◆ 华宝场内基金大家族 

 

 

◆ 市场回顾  

 沪指2700点失而复得，整体仍维持地量态势   

上周五，沪深两市股指呈现探底回升走势，各大股指先抑后扬、全线收涨。上证指数一度跌破 2700 点的整数关口，创逾两年新低后展开

反弹，午后翻红并一度涨逾 1%，随后涨幅有所收窄，5 日均线得而复失；创业板指盘中一度涨逾 2%，收盘涨幅较为明显。截至上周五收盘，

华宝 ETP 周报：沪指周线七连跌，美股企稳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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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涨 0.49%，盘中最低探至 2691.02 点，再创 2016 年 3 月 2 日以来新低；深证成指涨 0.55%；创业板指涨 0.56%；中小板指涨 0.67%。成

交额整体仍维持地量水平。周表现看，上证指数上周累计跌幅达 3.52%，连续七周收阴。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上周分别下跌 4.99%和 4.07%。  

综合从 A 股对外资吸引力、A 股估值处于底部区间、7 成上市公司上半年的业绩预喜等多个角度来看，A 股市场中长期投资价值凸显，投

资者不妨把关注点从市场的短期波动中转移出来，立足中长期视野，把握下半年战略配置期的窗口机会。  

 

 港股受A股拖累，恒指连续四周下跌  

受 A 股市场影响，上周香港市场也出现震荡。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涨 0.47%报 28315.62 点，但仍未收复 29000 点关口，周跌 2.21%，连跌 4

周；国企指数涨 0.14%报 10622.62 点，周跌 4.07%；红筹指数涨 0.34%报 4230 点，周跌 3.35%。从资金面角度来看，港交所 7 月 6 日公布了 2018

年 6 月沪港通及深港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6 月港股通成交总额为 2497 亿港元，净流出 109.36 亿港元。其中，港股通（沪）总成交超过 1525

亿港元，较五月份同比下降 7.55%，净流出 151.32 亿港元。7 月 6 日美国正式对总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税，若短期内中美谈判取得

进展，对市场或将有正面影响；但不应预期中美贸易战短期内会结束。兴业证券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忆东最新观点认为：处于估值底部区域

的股市将开启磨底之旅，走势呈现反弹 -回落 -消耗、拉锯。无论是 A 股还是港股，整体估值都还不到历史上最极端的水平，恐慌之下的极值难

以预测。  

 



ETP 周报丨华宝基金                                                                           201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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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摩擦步入僵持阶段，美股结束周线三连阴  

上周五，道指收涨0.41%，报24456.48点；纳指收涨1.34%，报7688.39点；标普500指数收涨0.85%，报2759.82点。上周，道指上涨0.76%，

结束周线三连阴；纳指涨2.37%，标普500指数涨1.52%。美股主要受到有关全球贸易政策的相关消息影响，近期表现跌宕起伏。但主要股指仍

然维持在几个月以来的狭窄交易区间内。2018年上半年，道指跌 1.8%，纳指涨8.8%，标普500指数涨1.7%。  

 

 华宝ETP产品概述  

上周市场在权重板块连续调整的背景下，市场持续弱势。但华宝ETP产品跟踪标的指数中有不少逆势上涨的品种，如中证军工指数逆势收

涨0.94%，标普可选消费品指数上涨0.89%，标普石油天然气指数亦上涨0.93%。  

伴随上周国际油价接连攀升，华宝油气（162411）作为油气投资风向标上周表现强势，其标的指数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上周收涨

0.93%。历史数据显示，华宝油气标的指数（SPSIOP）与原油价走势高度契合，具有较强相关性。而在油价上涨阶段，SPSIOP指数则呈现出更

高弹性，建议看好油价的投资者密切关注油价反弹利器华宝油气（162411）。投资者可选择场内直接买卖，支持日内“T+0”交易。2018年上

半年，华宝油气（162411）净值增长率为16.39%，在64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一。（数据来源：银河证券）  

中美贸易战升级风险是近期影响市场最大的变数。由于美国政府政策难以捉摸，A股市场依旧维持震荡格局，不确定性增加。在此背景下，

建议投资者关注“华宝添益（交易：511990；申购：511991）”  这一场内保证金管理工具。华宝添益可进行日内“T+0”交易，买入后可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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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转投股票资产，从而既可以充分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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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伴随隔夜逆回购价格的持续

走低，上周华宝添益价格出现持续的高溢价，存在较好的套利空间，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价格变化，可适时采用卖出申购方式增厚收益率！华

宝添益上周日均成交额高达116亿元，持续稳居两市交投最活跃品种。  

 

◆ 产品跟踪标的周涨跌情况（截取 2018 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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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播报（下列数据若未标明日期，即为 2018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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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39 116.21 100.0000 0.9065 3.7400%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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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7 -2.28% -3.20% -2.94% 4.4310 -0.32% 国内首只风格指数ETF

1.0205

（拟合价格）

香港中小（QDII-LOF） 501021.SH 1.391 -3.87% -4.90% -4.30% 1.4029 -0.85% 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股基金

香港大盘LOF 501301.SH 1.124 -0.71% -3.77% -2.57% 1.1280 -0.35% 香港中资大盘股指数基金

香港本地LOF 162416.SZ 0.979 -0.20% 2.97% -0.78% 0.9925 -1.36% 香港本地股指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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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分级 162413.OF 母基金非上市 -4.17% -4.06% 0.8334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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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5 -4.05% -5.03% -4.53% 0.9188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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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 3.64% 0.89% 1.08% 1.4020 1.57% 跟踪美国可选消费行业指数

华宝油气（QDII-LOF） 162411.SZ 0.693 0.43% 0.93% 1.14% 0.7110 -2.53%
国内首只、目前唯一

跟踪油气上游行业的基金

0.9550

（拟合价格）

军工行业ETF 512810.SH 0.664 1.07% 0.94% 0.79% 0.6628 0.18%
追踪中证军工指数

大国崛起，风云军工

券商ETF 512000.SH 0.694 -2.94% -2.94% -2.77% 0.69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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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0 -1.69% -2.02% -1.81% 0.8697 0.03%
追踪中证银行指数

价值蓝筹、分红标兵

-4.56% -4.33%

策略

行业

0.9485 0.69% 高成长高弹性，“医”骑绝尘医疗分级 162412.OF 母基金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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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华宝基金、Wind 和集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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