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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札记 

万物互联&核心优势                                              基金经理郑英亮 

稳增长还是高景气？价值还是成长？ 

今年年初以来市场经历了大幅波动，去年上涨较多的高景气赛道，如新能源、军工、

电子等板块都大幅下跌，而稳增长方向在不断质疑中超额收益较为明显，市场纷纷争论今

年的主线方向到底是偏价值的稳增长方向，还是像去年一样偏成长的高景气赛道继续光彩

夺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策略研究的三板斧之一就是从历史行情中去寻找些规律

性。我们先看历史上稳增长也就是价值占优主要是经济大幅上行的阶段，比较典型的是

16-17 年棚改货币化带来的房地产周期性上行，经济出现持续回升，在此阶段金融周期、

白酒家电汽车白马等价值股大幅跑赢，而传媒、计算机等科技股因商誉大幅减值影响而大

幅下跌。此外在 12 年四季度和 14 年四季度也出现过季度时间维度的价值股跑赢的情况，

主要还是基于流动性持续宽松后对于宽信用的预期有所上升，但最终都被证伪。除此之

外，最近十年成长行情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主旋律（当然大幅下跌的年份价值跑赢成

长），而且成长里经常出现超级赛道和十倍牛股。 

而我们着眼于今年，海外经济的主线是通胀过高后的流动性持续收紧，而国内的主线

是宽信用能否奏效。对于前者，尽管历史上也有过美联储持续加息的情形，但是像今年这

样一年加三四次而且叠加缩表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其影响我觉得肯定不是是一次性的或

者暂时的，而是需要持续的跟踪观察，一方面看对美国股市冲击到底有多大，二是看对我

国货币政策有何影响。此外，国内能否在地产数据仍在恶化的情况下稳住信用也是大家质

疑最多的，目前看仍然需要更多的地产放松政策出台才行，而基建的逆周期加码从历史来



看都不会太持久，因为等到经济企稳政府杠杆率又会成为刚性约束。所以基于目前的政

策，我们还不能确定经济在上半年到底稳不稳的住，但至少我们可以判断今年的经济不会

出现周期性回升，所以尽管短期价值有所跑赢，有可能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但应该不会是

全年的主线方向。 

而从今年全年来看，我们可能会把更多时间花在研究未来三年产业大趋势向上的方

向。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初创期阶段（从 0 到 1），我会比较关注元宇宙、智能驾驶、

储能等方向，除了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公司外，也可以多看看传统公司切入到该领域带来

的估值重塑的机会；而成长期阶段（从 1 到 N），会继续关注新能源车、光伏、工业软件、

医疗器械、财富管理等方向，我觉得这些方向仍会有比较稳定可预期的成长空间；而偏稳

定期阶段，我会关注光通信、消费电子、小家电等领域，应该会有景气度改善带来的阶段

性投资机会。当然今年的投资环境会更加复杂甚至困难，所以还是要继续降低预期收益率

目标，努力去寻找有估值保护的前提下景气度改善的方向。 

 

 

 

 

 

 

 



中国经济观察 

国家统计局：2022 年是我国经济逐步回归常态运行的一年 

经济有望实现稳中求进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 1 月 17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2 年是我国

经济逐步回归常态运行的一年，但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发展也有压力。尽管

存在这些风险挑战，总的看，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态势没有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的因素没有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也没有变。从全年看，经济有望实现稳中求

进。 

宁吉喆表示，首先，我国疫情常态化防控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效显著，生产生活秩序总体稳定，促进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第二，我国产业供给体系全。我国拥有全部工业门类，产业体系完备，配套较为完

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能够很快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促进供给增加。 

第三，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空间广。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应

对各种风险挑战、构建国内强大市场的立足之本。2021 年消费总量达到 44 万亿元，投资

总量也巨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全年是 79.1%，最终消费是 65.4%，凸显了国内市场

的作用。 

第四，具有改革开放红利。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较

快增长。同时，我国还是世界上 120 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到 2021 年底，我国与 145

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进出口总额增长 20%以上。 



第五，经济治理能力强。近年来，我国不断创新宏观调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

向调控、精准调控、相机调控，积累了丰富调控经验，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目前，我国通

胀率、政府债务水平都较低，货币政策有空间，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多，有能力保持经济平

稳运行。 

摘自：东方财富网 

 

 

 

 

 

 

 

 

 

 

 

 

 

 

 

 

 

 

 

 

 



基金同业动态 

主编手记：基金发行重“量” 更需重“质” 

2021 年，新基金发行只数创历史新高。2022 年年初，监管部门又进一步提高新基金备

案速度。但上季度以来，基金发行市场已经明显降温，部分基金募集甚至出现延期。在基金

发行日益市场化的背景下，基金公司须警惕陷入发行重数量轻质量的怪圈，应将重点放在能

真正满足投资者需求的产品上来。 

新年伊始，监管部门进一步优化公募基金产品注册机制，缩短新基金注册时间。新基金

发行从最初的核准制到注册制，监管机构持续提升注册效率，使得基金发行市场化程度不断

提升。然而，虽然新基金批文早已不再稀缺，但基金公司“重首发、轻持续；重数量、轻质

量”的老问题并未出现多大改观。 

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金公司的“规模饥渴症”。在大多数股东仍以规模考核基金

公司管理层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甚至提高规模就成为基金公司的首要目标。而新基金发行始

终是基金公司扩大规模的主要途径。虽然 2021 年银行渠道引导基民“赎旧买新”的销售模

式有所降温，但新基金发行对渠道的激励力度最大。所以可以看到，大多数基金公司都将发

行档期排满，发行周期则一缩再缩，甚至部分头部基金公司都会出现产品发行不成功的现象。 

基金公司“拼首发”多少还源自行业由来已久的历史渊源。基金业是个不大不小的圈子，

基金公司的高管大多互相认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家对自家发行的新产品格外看重，

生怕在某一方面不如别人，栽了“面子”。可以看到，头部公司之间互相“对标”，银行系公

司之间互相“对标”，一家发行了某个创新产品，另一家也一定要发，即使首批赶不上，也

要抢第二批。归根到底，新发产品的背后是利益，是规模，也将最终决定基金公司的座次。 



实际上，监管部门在缩短基金注册时间的同时，还提出要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保

障产品注册质量，要求基金管理人应始终坚持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优化产品设计，充分

评估产品申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切实加大高质量产品供给，更好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和实体

经济金融需求。 

可以看到，能真正满足投资者需求的新基金仍然供不应求。一个典型案例是，2021 年

两批 REITs 产品，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投资者都在抢购。从这个角度看，高质量发展，才是

基金发行市场的正路。 

摘自：新浪网 

 

 

 

 

 

 

 

 

 



海外基金视窗 

时代变了？美联储未来或不再提供前瞻

性指引 

美联储官员即将召开 1 月会议，他们依旧相信美国今年的

通胀率将低于他们预测的 3%，并且已经表示，他们可能需要以

比预期更快的速度加息。 

智通财经 APP 曾报道，本月，许多美联储官员纷纷提出最

早将于 3 月份加息，以及今年可能需要加息 4 次、甚至 5 次的

观点。就在几周前，他们还预测 2022年或许只需要有三次加息，

这一转变将在当地时间 1 月 25 日至 26 日的政策会议上引起争

论。 

这也突显出随着疫情持续，他们在提供指导方面面临的最

大挑战之一是：当动荡的经济数据导致他们不断修改展望时，

如何谈论未来的政策指引。 

华盛顿货币政策分析公司 LH Meyer/Monetary Policy 

Analytics 分析师 Derek Tang 表示，“当美联储面临低通胀和

反通胀压力时，前瞻性指引是一种权宜之计”。 

过去 20 年里，央行行长们放弃了刻意发出混淆观点的做法，转而明确向市场展示自己

对政策走向的预期。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介绍了预测和现在著名的“点阵图”(dot plot)，

所有美联储官员实际上都在这里显示他们对利率前景的预期。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投资者的猜测，因为过度猜测往往会导致不必要的市场波动。

此后经济进入了“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时期，这是一段低通胀和长期扩张的时期，

在此期间，他们更容易在两到三次会议上发出自己将采取什么行动的信号。 

《和讯网》1 月 10 日，援引多名消息

人士称，日本和美国政府正在共同制

定一个框架协议，以限制有关国家安

全的敏感技术的出口。 

《和讯网》1 月 11 日，据路透中文网

报道，一项针对近 1000 名商界、政府

和学术领袖的调查发现，世界经济论

坛成员中仅有十分之一预计未来三年

全球复苏会加速，仅有六分之一对世

界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 

《和讯网》1 月 12 日，美联储主席鲍

威尔表示，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

将持续至 2022 年年中；如果通货膨胀

率继续居高不下，美联储将准备加息。 

《和讯网》1 月 13 日，美国劳工部报

告的数据显示，美国 2021 年 12 月的

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7%，2021 年

通货膨胀率达到 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

平，12 月也是通胀连续第七个月超过

5%，这对拜登政府和美联储都是一个

打击。 

《和讯网》1 月 14 日，据媒体周五援

引多个信源报道，在广泛的价格上升

和美联储加息立场更为激进的背景

下，日本央行政策制定者正在辩论“还

要等多久才能发出最终加息的信号”，

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早于该国通胀达到

2%政策目标前。 



去年 9 月份的点阵图显示，今年仅有一次加息。到去年 12月，对今年加息的预计已经

上升到 3次。周四，美联储理事 Christopher Waller 表示，美联储可能会采取多达五次的

加息，“如果今年上半年通胀一直居高不下，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更多措施。” 

不过他表示如果通胀压力如预期那样缓解，或许不需要加息五次。 

其他美联储官员已经开始释放将要在 2022 年加息四次的信号。费城联储主席 Patrick 

Harker表示，“如果通胀得不到控制，我可能会相信会出现第四次加息。” 

圣路易斯联储主席 James Bullard 是 2022年的另一位有投票权的成员，他表示可能会

加息四次。 

被提名为下一届美联储副主席的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对美国国会议员

们表示，她对通胀将在今年年底降至 2.5%的预测持谨慎态度。“我们只需要看看今年的数据

需要什么，”她在谈到加息时表示。 

目前美联储的指导方针明确地将加息与实现最大就业联系在一起。据会议纪要显示，12

月份失业率降至 3.9%，与会官员当时认为劳动力市场已接近完全复苏。 

但随着美联储准备在 3 月加息，前瞻性指引可能会在本月被取消。 

未来的政策指引相当有限？ 

曾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的前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 William English表示，“我的猜

测是，未来这种指导将非常有限。” 

其他国家的央行官员也对过于展望未来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不能对未来看得太远。 

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Andrew Bailey)在 11月时表示，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

里，做出艰难的利率承诺是危险的。 

对美联储来说，这项任务甚至更为复杂，因为它将同时使用两种政策工具：利率和资产



负债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本周表示，缩表可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进行。但官员们并不真正

知道这将如何影响整体金融状况，缩表与加息有相同的效果，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以更

少的幅度加息。 

华盛顿银行政策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Bill Nelson表示，美联储指引的部分问题在于，

它从未针对当前情况制定。2020 年 8 月，美联储重新调整了向市场发出的信号，称在通胀

超过 2%的目标、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之前，它不会加息，这实质上是将通胀倾向嵌入了

政策中。这是为一个通胀过低的时代设计的，但现在他们面临着相反的问题。 

Nelson认为，如果美联储官员无法控制通胀，他们就必须减缓经济增长：“他们说他们

有工具，但实际上只有一个工具，那就是推高失业率。但没人想谈论这个。” 

摘自：和讯网 

 

 

 

 

 

 

 

 



华宝旗下基金 

 股票型 

 高端制造 绿色领先 品质生活  

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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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优势 红利精选 红利精选 C 新飞跃 新起点 

新优选 价值发现 竞争优势 科技先锋 科技先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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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回报 先进成长 消费升级 新活力 新机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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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 资源优选 资源优选 C 可持续发展 A 可持续发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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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旗下基金 

 指数型 

1-3 年国开债指数 1-5 年政金债指数 ESG 基金 ESG 基金 C 大数据产业 ETF 

电子 ETF 电子 ETF 联接 A 电子 ETF 联接 C 红利基金 红利基金 C 

沪港深 500ETF 沪深 300 增强 A 沪深 300 增强 C 化工 ETF 化工 ETF 联接 A 

化工 ETF 联接 C 价值 ETF 价值 ETF 联接 价值基金 A 价值基金 C 

金科 ETF 军工行业 ETF 科技 ETF 科技 ETF 联接 A 科技 ETF 联接 C 

券商 ETF 券商 ETF 联接 A 券商 ETF 联接 C 深创 100 深创 100 联接 A 

深创 100 联接 C 食品 ETF 食品 ETF 联接 A 食品 ETF 联接 C 双创龙头 ETF 

双创 50ETF 联接 A 双创 50ETF 联接 C 消费龙头 A 消费龙头 C 新材料 ETF 

新材料 ETF 联接 A 新材料 ETF 联接 C 医疗 ETF 医疗基金 医疗 ETF 联接 C 

银行 ETF 银行 ETF 联接 A 银行 ETF 联接 C 有色 ETF 质量基金 

智能电动车 ETF 智能制造 ETF 智能制造 ETF 联接 A 智能制造 ETF 联接 C 中证 1000 

中证 100A 中证 100C 中证 500 增强 A 中证 500 增强 C 养老 ETF 

消费龙头 ETF 地产 ETF 智能电动车 ETF 联接 A 智能电动车 ETF 联接 C 金融科技 ETF 联接 A 

金融科技 ETF 联接 C 农牧渔指数 A 农牧渔指数 C 稀有金属增强 A 稀有金属增强 C 

国证治理指数 A 国证治理指数 C 港股互联网 ETF   

货币型 

现金宝 A 现金宝 B 现金宝 E 浮动净值货币 华宝添益 A 

华宝添益 B     

 

http://www.fsfund.com/funds/00975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125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0108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81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670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526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55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53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01029/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5125/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706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387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404/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602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53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53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003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24001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0131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39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5985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281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500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87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874/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200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609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53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59716/index.s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a/cgjjj_2.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a/cgjjj_2.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571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54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549/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8833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31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31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0109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9329/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636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47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474/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217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62412/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2799/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280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240019/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669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5987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01069/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638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680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44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44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6241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240014/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405/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560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560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656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613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15970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475/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47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47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47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47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472/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942/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943/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48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13481/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377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240006/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240007/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0678/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7805/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511990/index.shtml
http://www.fsfund.com/funds/001893/index.shtml


华宝旗下基金 

海外基金 

海外中国成长 华宝油气 华宝油气 C 华宝油气美元 美国消费 

美国消费 C 美国消费美元 香港本地 香港大盘 A 香港大盘 C 

香港中小 A 香港中小 C 致远混合 A 致远混合 C 富时 100A 

富时 100C     

FOF 基金 

  稳健养老 FOF 稳健目标 FOF  

 

 

 

 

 

 

 

 

 

 

 

 

 

 

 

 

 

 

 

 

  

 

声明：本报告由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内部研究人员合法获得的相关资料编制完成。本公

司不保证报告所载信息之精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中涉及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相关信息并不

能视为本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基金相关信息的正式公开披露，该等信息以本公司正

式公开披露的为准；本报告所引用的本公司内部人员的任何见解，均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任

何建议与暗示。本报告所涉上市公司，不代表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方向。本报告仅供投

资者参考，投资者参照本报告的观点进行投资，责任自负。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进行

基金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基金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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