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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经济下行使具有增长确定性和增长空

间较大的成长股受到青睐。在成长风格基金中，除重仓

大消费股的稳健成长风格业绩表现较好， 代表我国经

济转型的新兴产业主题基金也有较好表现。 新兴产业

基金一般是在名称中包含新兴产业、新兴动力等词汇，

并在投资范围中明确指出80%以上股票投资围绕新兴

行业的基金。在行业上，新兴产业基金偏重配置机械设

备、医药生物和电子信息技术；个股选择上，偏好成长

股，成长风格突出；风险收益特征上，一般来说新兴产

业主题基金业绩弹性较大，阶段存在一定的波动。新兴

产业主题基金是中长期基金配置的良好工具， 但是投

资者要注意阶段波动风险。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成立于2010年12月7日， 为股

票主题型基金， 投资新兴产业相关股票的比例不低

于股票资产的80%， 截至2012年6月30日规模为21.68

亿元。 风险收益特征为高风险、高收益，适合具有一

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投资要点：

立足选股，优选竞争力强、高成长、持续性佳的

个股，以新兴产业个股为投资对象，集中在中小板和

创业板个股，左侧投资策略。 业绩弹性大，中长期业

绩良好，短期业绩有所波动。 成长风格鲜明稳定，是

较好的配置型基金。

中长期业绩良好，阶段业绩波动较大：该基金成

立以来一直由郭鹏飞担任基金经理， 郭鹏飞管理期

间（截至2012年8月14日）业绩为-10.97%，同业排名

第9/217。 今年以来的业绩为17.19%，位居同业前5%。

从超额收益上看，成立以来业绩基准（75%中证新兴

产业指数+25%上证国债指数）下跌26.71%，基金净值

下跌10.97%。 但是由于该基金高成长投资风格，阶段

业绩波动较大。

自下而上选股，优选竞争力强、高成长、持续性

佳的个股：该基金选股为主，选时为辅，以新兴产业

领域的子行业为基础， 高成长和可持续作为选股的

核心逻辑，精选竞争力强、壁垒高、管理好、增长快、

估值合理的优秀公司。 组合持股数量较多、 相对分

散，在一定程度中分散了高成长个股的波动风险。

高成长风格鲜明，业绩弹性大，是良好的资产配

置工具：该基金严格按照契约，构建相对纯正的新兴

产业主题组合，据2011年年报和中报显示，资产主要

集中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个股，2011年年报中股票资

产分布主板占21.20%， 中小板股票资产占40.33%，创

业板股票资产占38.47%。 该基金高成长风格鲜明，组

合业绩表现为高弹性、高收益、高波动。 历史业绩显

示， 该基金在震荡行情和上涨市场中表现远远好于

单边下跌市场。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成立于2011年7月13日，为股票

主题型基金， 不低于80%的股票资产投资新兴产业中

的优质股票和传统产业中具备新成长动力的股票。 风

险收益特征为高风险、高收益。截至2012年6月30日，规

模为2.73亿元。

投资要点：

历史业绩显示基金经理较强的选股能力，擅长自

下而上选股， 通过净资产收益率精选优质成长股，持

股耐心，换手率较低，长期持有分享成长收益，行业配

置围绕新兴产业、适当参与其他行业轮动。 基金成立

以来业绩出色。

成立以来业绩出色，逆市获得正收益：该基金自

成立以来业绩表现出色， 在下跌市场中正收益显著，

在股票型基金中排名前10%。 基金经理杜猛管理期间

（截至2012年8月10日）累计收益8%，位居同期股票型

基金榜首，超越上证指数30.42%。 短期看，该基金今年

以来在市场下跌中获得22.73%的正收益， 为投资者带

来丰厚的超额收益。 但是由于基金经理管理基金时间

较短，投资者还应注意业绩是否有持续性。

基金经理选股能力强，净资产收益率出发精选优

质成长股：基金经理杜猛行业研究沉淀较好，研究行

业覆盖面广，选股能力较强，自下而上选股，能从新兴

产业众多成长性较好、风险也较大的个股中选出优质

成长股。 首先从净资产收益率考察个股的内生增长能

力，然后综合考虑行业发展空间和产品量产、需求前

景选出成长性较好且上市以来业绩稳健、 规模适中、

估值合理的个股。 对于优质成长股，基金经理持股耐

心，采用长期持有策略，持股换手率较低，成立以来重

仓股留存度为53.3%。

行业配置围绕新兴产业， 适当参与行业轮动：新

兴产业主题基金投资范围限定和基金经理丰富的新

兴产业行业研究经验使得该基金行业分布相对集中

在电子、医药生物、机械设备、信息技术上，但同时也

用20%左右资产把握行业轮动，进行波段操作。

中欧新动力

中欧新动力成立于2011年2月10日， 为股票主题

型基金， 主要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新

动力行业和上市公司， 投资新动力主题的资产占投

资于股票的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截至2012年

6月30日规模为2.51亿元。

投资要点：

该基金善于自下而上挖掘优质成长性个股，立

足选股，淡化资产配置，选股能力突出，选股视角独

到，选股态度严谨审慎。 此外，分散投资，且换手率同

业偏低。 淡化资产配置的策略和稳健的操作风格使

基金能够适应规模的增长。

基金经理历史管理业绩持续良好：成立至今（截

至2012年7月31日），基金经理一直由苟开红担任，上

证指数下跌了25.35%，中欧新动力仅下跌6.88%。该基

金经理管理基金业绩除了中长期业绩突出外， 持续

良好、业绩稳定性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中欧价值发

现在2011年和今年以来的业绩排名均在同类型前

10%；中欧新动力2012年以来的排名居同业前5%。

自下而上选股，优选质优成长股：基金经理苟开

红擅长自下而上挖掘优质成长个股， 这是基金业绩

的主要来源。 首先，基金善于挖掘在经营规划上有独

到之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公司；其次，基金经理

由于有华为公司和投资银行的工作经历， 在判断企

业成长性上采取非常严谨、踏实而审慎的态度，对于

“伪成长股”具备甄别力。 海通证券Fama业绩归因结

果显示， 基金经理最近两年的选股能力同业排名前

5%。优质成长股的投资经得起不同市场的检验，也是

其管理的基金保持良好持续性的关键因素。

淡化资产配置，分散投资，稳健操作：基于中国

经济转型期间难以出现大的趋势性机会， 个股分化

将大于行业分化的判断， 基金对于大类资产配置和

行业配置均采取淡化的策略，立足选股、分散投资，

且换手率同业偏低。 淡化资产配置的策略和稳健的

操作风格使基金能够适应规模的增长。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基金成立于2011年2月1日，

为指数型基金，是第一只被动型投资新兴产业基金，

截至2012年6月30日，规模为12.80亿元。 该基金呈现

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因此仅适合具有一定风险承受

能力的投资者持有。

投资要点：

指数型新兴行业主题基金， 标的指数为中证新

兴产业指数，行业相对集中，机械、医药生物、信息技

术、金属非金属、电子等行业占比较高。 等权重编制

方式使得基金持股分散， 长期能大幅跑赢沪深300，

但波动也较大。

被动管理的新兴产业基金：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

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指数策略， 是第一只指数型新兴

行业主题基金。 中证新兴产业指数以中证800指数成

份股为样本空间，将样本空间内属于新能源、医药生

物、新材料、电动汽车等行业且满足以下三个特点的

股票作为新兴产业股票：产品有稳定、且有发展前景

的市场需求；良好的经济技术效应；并能带动一批产

业的兴起。

标的指数长期收益跑赢沪深300波动较大：该基

金业绩主要取决于标的指数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中证新兴产业指数自 2005年发布以来累计收益

343.97%，超沪深300指数208.8%，长期收益较优。 分

年度看， 中证新兴指数仅在2007年和2011年跑输沪

深300，其他年份都获得较高超额收益。 从风险看，该

基金在2005年发布以来周收益波动率3.01%，高于沪

深300指数2.85%，波动性较高。

行业覆盖面广又相对集中， 等权重编制持股均

衡： 该基金标的指数行业覆盖面广， 涵盖了机械设

备、医药生物、信息技术、金属非金属、电子等15个证

监会行业，但又相对集中，其中机械设备占比30%以

上，医药、信息、金属非金属占比在10%以上，前五大

行业比重之和超过60%。 从持股看，由于采用等权重

编制方法，100只成份股权重都在1%左右， 基金持股

均衡。

鹏华丰收：选券能力出色 中长期业绩突出

天相投顾问有限公司 闻群 王静进

推荐理由：鹏华丰收基金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基

础上,通过主要投资债券等固定收益类品种，同时兼顾

部分被市场低估的权益类品种,力求使基金份额持有人

获得持续稳定的投资收益。 凭借中长期良好的业绩表

现，该基金2011年度被评为“三年期债券型金牛基金”。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鹏华丰

收”）是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第2只债券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08年5月， 截至2012年二季度末该基金

的资产规模为38.55亿元，份额为37.37亿份。

历史业绩：鹏华丰收基金中长期业绩表现突出。 截

至2012年8月16日， 该基金自设立以来基金净值累计涨

幅高达37.84%。最近两年基金净值增长9.73%，在同期可

比135只开放式债券型基金中排名第15位， 超越同期上

证指数30.38个百分点； 最近一年基金净值增长9.18%，

在同期可比193只开放式债券型基金中排名第12位；最

近半年和最近一季基金业绩也均排在同业中游水平，

业绩表现较为稳健。 今年以来鹏华丰收基金净值上涨

5.80%，仍取得了不错的绝对收益。

投资风格：出色的选券能力助力基金业绩增长。 鹏

华丰收债券在券种配置方面一直以企业债为主， 其他

券种轮动操作，高度契合基础市场走势。 在2012年债市

结构性行情中，该基金上半年大幅减仓利率债，并果断

加仓具有高票息的企业债至50%左右，前瞻性的资产配

置，优异的择券能力，果断的操作，为业绩提升增色不

少。 综上，管理人出色的选券能力有力地支撑了基金业

绩增长。 此外，基金经理阳先伟先生具有丰富的债券投

研经验，先后在民生证券、国海证券等机构从事债券研

究及投资组合管理工作， 历任研究员、 高级经理等职

务。2004年9月加入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债券及

宏观研究工作，2006年12月起至今任普天债券基金基金

经理。具有丰富的固定收益产品研究和管理经验。其同

时管理普天债券基金，管理业绩较为出色。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鹏华丰收基金属于债券型基

金中的二级债基， 一定比例的基金资产将投资于股票

市场，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期望获得相对稳定投资

收益的投资者， 当然也适合于期望平滑组合投资风险

的激进型投资者。 该基金属中低风险的基金品种，相对

于纯债基金和一级债基收益风险偏好较高， 投资需谨

慎。

表格

基金名称 海通分类 成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元） 过去3月的净值增长率（%） 过去6月的净值增长率（%） 过去1年的净值增长率（%） 主要销售机构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 股票主题

2011-07-13

杜猛 上投摩根

2.73 1.056 9.94 17.84 -1.30

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 股票主题

2010-12-07

郭鹏飞 华宝兴业

21.68 0.881 5.37 18.98 -9.95

中国银行、华夏银行等

中欧新动力 股票主题

2011-02-10

苟开红 中欧

2.51 0.961 1.95 15.12 -8.32

交通银行、民生银行等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 股票主题

2011-02-01

周健

,

王少成 东吴

12.80 0.659 -11.47 -5.52 -30.29

工商银行、光大银行等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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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中机械设备占比

30%

以上，医药、信息、

金属非金属占比在

10%

以上，前五大行业比重

之和超过

60%

。 从持股看，由于采用等权重编

制方法，

100

只成份股权重都在

1%

左右， 基金

持股均衡。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成立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为股票主题型基金，不低于

80%

的股票资

产投资新兴产业中的优质股票和传统产业中

具备新成长动力的股票。 风险收益特征为高

风险、高收益。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规模为

2.73

亿元。

历史业绩显示基金经理较强的选股能

力，擅长自下而上选股，通过净资产收益率精

选优质成长股，持股耐心，换手率较低，长期

持有分享成长收益，行业配置围绕新兴产业、

适当参与其他行业轮动。 基金成立以来业绩

出色。

成立以来业绩出色，逆市获得正收益：该

基金自成立以来业绩表现出色， 在下跌市场

中正收益显著， 在股票型基金中排名前

10%

。

基金经理杜猛管理期间 （截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累计收益

8%

，位居同期股票型基金榜首，

超越上证指数

30.42%

。 短期看，该基金今年以

来在市场下跌中获得

22.73%

的正收益， 为投

资者带来丰厚的超额收益。 但是由于基金经

理管理基金时间较短， 投资者还应注意业绩

是否有持续性。

基金经理选股能力强，从净资产收益率出

发精选优质成长股：基金经理杜猛行业研究沉

淀较好，研究行业覆盖面广，选股能力较强，自

下而上选股， 能从新兴产业众多成长性较好、

风险也较大的个股中选出优质成长股。首先从

净资产收益率考察个股的内生增长能力，然后

综合考虑行业发展空间和产品量产、需求前景

选出成长性较好且上市以来业绩稳健、规模适

中、估值合理的个股。对于优质成长股，基金经

理持股耐心，采用长期持有策略，持股换手率

较低，成立以来重仓股留存度为

53.3%

。

行业配置围绕新兴产业， 适当参与行业

轮动： 新兴产业主题基金投资范围限定和基

金经理丰富的新兴产业行业研究经验使得该

基金行业分布相对集中在电子、医药生物、机

械设备、信息技术上，但同时也用

20%

左右资

产把握行业轮动，进行波段操作。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为股票主题型基金，投资新兴产业相关股

票的比例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80%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规模为

21.68

亿元。 风险收益特征为高

风险、高收益，适合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

投资者。

立足选股，优选竞争力强、高成长、持续

性佳的个股， 以新兴产业个股为投资对象，

集中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个股， 左侧投资策

略。 业绩弹性大，中长期业绩良好，短期业绩

有所波动。 成长风格鲜明稳定，是较好的配

置型基金。

中长期业绩良好， 阶段业绩波动较大：该

基金成立以来一直由郭鹏飞担任基金经理，郭

鹏飞管理期间（截至

2012

年

8

月

14

日）业绩为

-

10.97%

，同业排名第

9/217

。 今年以来的业绩为

17.19%

，位居同业前

5%

。从超额收益上看，成立

以来业绩基准（

75%

中证新兴产业指数

+25%

上

证国债指数） 下跌

26.71%

， 基金净值下跌

10.97%

。 但是由于该基金高成长投资风格，阶

段业绩波动较大。

自下而上选股，优选竞争力强、高成长、持

续性佳的个股：该基金选股为主，选时为辅，以

新兴产业领域的子行业为基础，高成长和可持

续作为选股的核心逻辑，精选竞争力强、壁垒

高、管理好、增长快、估值合理的优秀公司。 组

合持股数量较多、相对分散，在一定程度中分

散了高成长个股的波动风险。

高成长风格鲜明，业绩弹性大，是良好的

资产配置工具：该基金严格按照契约，构建相

对纯正的新兴产业主题组合， 据

2011

年年报

和中报显示， 资产主要集中在中小板和创业

板个股，

2011

年年报中股票资产分布主板占

21.20%

，中小板股票资产占

40.33%

，创业板股

票资产占

38.47%

。

该基金高成长风格鲜明， 组合业绩表现

为高弹性、高收益、高波动。历史业绩显示，该

基金在震荡行情和上涨市场中表现远远好于

单边下跌市场。

中欧新动力成立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为股

票主题型基金， 主要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的新动力行业和上市公司， 投资新

动力主题的资产占投资于股票的基金资产的

比例不低于

80%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规模为

2.51

亿元。

该基金善于自下而上挖掘优质成长性个

股，立足选股，淡化资产配置，选股能力突出，

选股视角独到，选股态度严谨审慎。 此外，分

散投资，且换手率同业偏低。淡化资产配置的

策略和稳健的操作风格使基金能够适应规模

的增长。

基金经理历史管理业绩持续良好： 截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基金经理一直由苟开红担任，

上证指数下跌了

25.35%

， 中欧新动力仅下跌

6.88%

。 该基金经理管理基金业绩除了中长期

业绩突出外，持续良好、业绩稳定性也是一个

鲜明的特点。中欧价值发现在

2011

年和今年以

来的业绩排名均在同类型前

10%

；中欧新动力

2012

年以来的排名居同业前

5%

。

自下而上选股，优选质优成长股：基金经

理苟开红擅长自下而上挖掘优质成长个股，

这是基金业绩的主要来源。首先，基金善于挖

掘在经营规划上有独到之处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优质公司；其次，基金经理有华为公司和投

资银行的工作经历， 在判断企业成长性上采

取非常严谨、踏实而审慎的态度，对于“伪成

长股”具备甄别力。海通证券

Fama

业绩归因结

果显示， 基金经理最近两年的选股能力同业

排名前

5%

。 优质成长股的投资经得起不同市

场的检验， 也是其管理的基金保持良好持续

性的关键因素。

淡化资产配置，分散投资，稳健操作：基

于中国经济转型期间难以出现大的趋势性机

会，个股分化将大于行业分化的判断，基金对

于大类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均采取淡化的策

略，立足选股、分散投资，且换手率同业偏低。

淡化资产配置的策略和稳健的操作风格使基

金能够适应规模的增长。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上投摩根新兴动力 中欧新动力

◆产品特征◆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产品特征

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金牛基金追踪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鹏华丰收”）是鹏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旗下第

2

只债券型基金，该

基金设立于

2008

年

5

月，截至

2012

年二

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38.55

亿

元，份额为

37.37

亿份。

历史业绩： 鹏华丰收基金中长期

业绩表现突出。 截至

2012

年

8

月

16

日，

该基金自设立以来基金净值累计涨幅

高达

37.84%

。 最近两年基金净值增长

9.73%

， 在同期可比

135

只开放式债券

型基金中排名第

15

位， 超越同期上证

指数

30.38

个百分点；最近一年基金净

值增长

9.18%

， 在同期可比

193

只开放

式债券型基金中排名第

12

位； 最近半

年和最近一季基金业绩也均排在同业

中游水平，业绩表现较为稳健。今年以

来鹏华丰收基金净值上涨

5.80%

，仍取

得了不错的绝对收益。

投资风格： 出色的选券能力助力

基金业绩增长。 鹏华丰收债券在券种

配置方面一直以企业债为主， 其他券

种轮动操作，高度契合基础市场走势。

在

2012

年债市结构性行情中， 该基金

上半年大幅减仓利率债， 并果断加仓

具有高票息的企业债至

50%

左右，前

瞻性的资产配置，优异的择券能力，果

断的操作， 为业绩提升增色不少。 综

上， 管理人出色的选券能力有力地支

撑了基金业绩增长。此外，基金经理阳

先伟先生具有丰富的债券投研经验，

先后在民生证券、 国海证券等机构从

事债券研究及投资组合管理工作，历

任研究员、高级经理等职务。

2004

年

9

月加入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从事

债券及宏观研究工作，

2006

年

12

月起

至今任普天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具有

丰富的固定收益产品研究和管理经

验。其同时管理普天债券基金，管理业

绩较为出色。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鹏华丰收

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中的二级债基，

一定比例的基金资产将投资于股票市

场，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期望获得

相对稳定投资收益的投资者， 当然也

适合于期望平滑组合投资风险的激进

型投资者。 该基金属中低风险的基金

品种， 相对于纯债基金和一级债基收

益风险偏好较高，投资需谨慎。

（天相投顾闻群 王进静）

鹏华丰收基金在严格

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

,

通过主要投资债券等固

定收益类品种，同时兼顾

部分被市场低估的权益

类品种

,

力求使基金份额

持有人获得持续稳定的

投资收益。 凭借中长期良

好的业绩表现， 该基金

2011

年度被评为“三年期

债券型金牛基金”。

推

荐

理

由

鹏华丰收：选券能力出色 中长期业绩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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