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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全责任：中高仓位配置 把握风格轮动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张春雷 郭佳楠

推荐理由：兴全责任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强调上市公司在持续发展、法律、道德责

任等方面的履行，追求当期投资收益实现与长期资本增值。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较

为出色的行业配置及选股能力，兴全责任基金在2011年度被评为“三年期股票型金牛

基金”。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是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第二

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2008年4月，截至2012年底，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48.45亿元，份额为38.41亿份。

历史业绩：牛市表现突出，震荡市中业绩良好。 截至2013年1月16日，兴全社会自

设立以来净值累计增长50.76%，大幅超越同期上证指数88.22个百分点，位列可比112

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首位。 此外，该基金善于把握市场上涨机会，在2009年实现净值

增长率上涨108.57%，在同期可比的139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三位，表现抢眼；2012

年，大盘宽幅震荡，兴全社会净值增长11.49%，取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排名同业前1/

4。

投资风格：中高仓位配置、把握风格轮动。兴全社会在仓位配置上，除在2008年建

仓期维持较低水平，其余时间一直稳定在中高仓位水平，2009年至今已披露季报平均

仓位为84%，体现了淡化择时的投资理念。 在行业配置及选股策略上，该基金通过引

入经济责任、持续发展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因素对行业及企业的社会责任进

行评判，并在投资配置的过程中需求超配社会责任素质较高的行业、企业。 从运作特

征来看， 兴全社会体现出对于市场风格轮动较好的把握能力， 行业配置偏好金融保

险、生物医药与信息技术，同时能够紧随市场热点，挖掘潜在优势行业。 在2009年，兴

全社会既准确把握住周期性行业的上涨行情， 还成功挖掘到受益于政策扶持的新能

源、家电、汽车等行业，取得了良好的配置效果。 2012年以来，该基金在操作上精选个

股，坚定持有核心品种，其重仓的联化科技、中国平安、恒瑞医药2012年涨幅均在30%

以上，为其业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兴全社会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的积极投资品种，适合风

险承受能力较强，并期望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 该基金属于中高风险的基金品种，

因此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请谨慎投资。

精选绩优稳健偏股型基金

招商证券基金评价与研究小组

在CPI超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下，近期市场震荡加剧，部分前期涨幅较大的个股出

现回调。我们认为市场回调的原因在于周期股与非周期股的短期比价效应。从基本面

来看，经济复苏的格局并无明显变化，通胀虽有所回升但仍属温和，尚不需要货币政

策紧缩。

经济复苏与通胀温和的组合格局为股市中长期震荡回升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市

场在小幅调整后行情仍值得期待。 从中长期来看， 股指投资价值仍处于可投资的区

间，建议投资期限较长的投资者可继续维持较高的偏股型基金仓位配置。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成立日期 最新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元）

（

２０１３－１－１８

）

近

１

年收益（

％

）

（

２０１３－１－１８

）

基金经理 基金管理人 主要销售机构

诺安灵活配置 混合型

２００８／５／２０ ４６．１ １．００１ １４．８

夏俊杰 诺安基金 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国泰君安、招商证券

建信核心精选 股票型

２００８／１１／２５ ２４．８ １．０６０ １６．２

王新艳 建信基金 建设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招商证券

博时主题行业 股票型

２００５／１／６ １１５．７ １．７４３ １５．５

邓晓峰 博时基金 建设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招商证券

汇添富价值精选 股票型

２００９／１／２３ ３０．５ １．２５５ ３２．１

陈晓翔 汇添富基金 建设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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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绩优稳健偏股型基金

□招商证券基金评价与研究小组

在

CPI

超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下，近期市场震荡加剧，部分前期涨幅较大的个股出现回调。 我们

认为市场回调的原因在于周期股与非周期股的短期比价效应。 从基本面来看，经济复苏的格局并

无明显变化，通胀虽有所回升但仍属温和，尚不需要货币政策紧缩。

经济复苏与通胀温和的组合格局为股市中长期震荡回升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市场在小幅调整

后行情仍值得期待。 从中长期来看，股指投资价值仍处于可投资的区间，建议投资期限较长的投资

者可继续维持较高的偏股型基金仓位配置。

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金牛基金追踪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是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第二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 该基

金设立于

2008

年

4

月， 截至

2012

年底，

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48.45

亿元，份额

为

38.41

亿份。

历史业绩：牛市表现突出，震荡市

中业绩良好。 截至

2013

年

1

月

16

日，兴

全社会自设立以来净值累计增长

50.76%

， 大幅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88.22

个百分点，位列可比

112

只开放式股票

型基金首位。此外，该基金善于把握市

场上涨机会， 在

2009

年实现净值增长

率上涨

108.57%

， 在同期可比的

139

只

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三位，表现抢眼；

2012

年，大盘宽幅震荡，兴全社会净值

增长

11.49%

，取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

排名同业前

1/4

。

投资风格：中高仓位配置、把握

风格轮动。 兴全社会在仓位配置上，

除在

2008

年建仓期维持较低水平，其

余时间一直稳定在中高仓位水平，

2009

年至今已披露季报平均仓位为

84%

， 体现了淡化择时的投资理念。

在行业配置及选股策略上，该基金通

过引入经济责任、 持续发展责任、法

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因素对行业及企

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评判，并在投资配

置的过程中需求超配社会责任素质

较高的行业、企业。从运作特征来看，

兴全社会体现出对于市场风格轮动

较好的把握能力，行业配置偏好金融

保险、生物医药与信息技术，同时能

够紧随市场热点， 挖掘潜在优势行

业。 在

2009

年，兴全社会既准确把握

住周期性行业的上涨行情，还成功挖

掘到受益于政策扶持的新能源、家

电、汽车等行业，取得了良好的配置

效果。

2012

年以来，该基金在操作上

精选个股，坚定持有核心品种，其重

仓的联化科技、中国平安、恒瑞医药

2012

年涨幅均在

30%

以上， 为其业绩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兴全社会

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的积极投资品

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并期望获

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 该基金属于中

高风险的基金品种， 因此风险承受能

力较低的投资者请谨慎投资。

（天相投顾 张春雷 郭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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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全责任基金在投资过

程中强调上市公司在持续

发展、法律、道德责任等方

面的履行，追求当期投资收

益实现与长期资本增值。 凭

借良好的既往业绩、较为出

色的行业配置及选股能力，

兴全责任基金在

2011

年度

被评为“三年期股票型金牛

基金”。

◆产品特征◆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产品特征

诺安灵活配置

诺安灵活配置（代码

320006

）是诺安基

金旗下的第二只混合型基金，成立于

2008

年

5

月，最新规模为

46

亿元，现任基金经理为夏

俊杰。

诺安灵活是一只大盘平衡风格基金，该

基金通过积极灵活的仓位调整， 较有效地控

制了下行风险， 为持有人获取了较高的中长

期投资收益。

业绩表现稳定而优秀：截至

2013

年

1

月

17

日， 成立以来收益率

60.8%

， 年化回报率

10.7%

，同类排名第

2

位。 最近三年，在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8.6%

的背景下，该基金仍取得了正

收益，同类排名前

10%

。该基金业绩稳定，各个

年度收益率均在同类中排名前三分之一，同

时风险调整后收益指标夏普指数和詹森指数

同样在同类中排名靠前。

风格稳健，风控优秀：基金风格较为稳

健，股票仓位在

65%

上下波动，基金仓位较

少触及

80%

的仓位上限。 同时，通过灵活的

仓位控制，规避系统性风险，使得其在整体

较弱的市场中成功取得正收益。 同时，该基

金过去三年的最大回撤也显著低于同类平

均水平。

行业配置集中度高， 关注消费与成长：

从过去行业配置来看，信息制造、批发零售

和生物医药一直是该基金配置最重的行业。

这几个行业均属于弱周期行业，同时兼具成

长性和防御性，而具有上述特征的行业在目

前“弱复苏”的经济环境下将会有持续较优

的表现。

偏重“白马股” ，风格稳健：从个股选择

来看，该基金偏好大中盘股票，重仓股以“白

马股”居多，风格稳健。数据显示，在剔除择时

因素后，该基金的择股系数显著为正，选股能

力较强。现任基金经理夏俊杰拥有

6

年证券从

业经历，自

2010

年

3

月起独自管理该基金至今

已接近三年， 基金经理的稳定性能够确保基

金风格一致，有助于业绩的持续性。

投资要点投资要点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建信核心精选

建信核心精选（代码

530006

）是建信基金

管理公司旗下的一只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成

立于

2008

年

11

月， 近几年基金规模一直稳步

上升，

2012

年底最新规模为

24.8

亿元。

该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市场环境、行业

特征和公司基本面的深入研究， 精选具有良

好成长性和价值性的股票， 在有效控制风险

的前提下力争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业绩出色，仓位灵活：截至目前，该基金

自成立以来复权收益率高达

80%

， 高于同类

平均水平， 在同期

152

只同类型基金中排名

第

17

位。

在投资时， 基金经理将综合运用定性分

析和定量分析手段，考察

GDP

增长率、货币供

应量及其变化等各项指标， 根据研究结果对

大类资产进行合理配置。 近三年来市场区间

震荡，该基金基本上保持着适中的仓位，并根

据市场走势和判断进行灵活调整， 有效把握

了市场节奏，较好的控制了风险，并取得了超

额收益。

风险低于同类平均： 该基金的收益标准

差和最大跌幅两项指标均保持在同类基金较

优水平，说明该基金的风险与同类相比较低。

行业配置均衡： 该基金在行业配置和重

仓股选择上也采取了相对均衡的防御策略，

大部分时间的行业配置和重仓股集中度均维

持在同类较低水平，以此来分散风险。行业配

置倾向于金融地产、食品饮料、批发零售和医

药生物， 兼顾蓝筹股和符合未来中国经济结

构转型的大方向的优质个股。

防御能力较强，分红比例较高：现任基

金经理王新艳拥有

10

多年的证券从业经验，

投研经验丰富， 投资风格稳健而不激进，选

股上偏重具有长期稳健收益且风险较低的

品种，在震荡的市场中体现了较强的投资功

底。 并且，该基金分红比例较高，既为投资者

实现了当期收益，又降低了基金整体的市场

风险暴露。

博时主题行业

博时主题行业（代码

160505

）成立于

2005

年

1

月， 是博时基金旗下的首只股票型基金，

最新规模为

116

亿元， 成立以来收益率为

402%

。 现任基金经理为邓晓峰。

博时主题是一只典型的大盘价值型基

金。该基金重点把握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及消

费升级这三大投资主题， 谋求基金资产的长

期稳定增长。

业绩优秀，风险控制得当：博时主题自成

立以来经历市场大起大落， 为投资者创造了

超越四倍的丰厚收益，在

338

只可比基金中排

名第

2

位。 从短期业绩来看，

2012

年博时主题

实现投资业绩

16.92%

，位于同类排名前

7%

。在

获得优秀业绩的同时， 该基金的风险指标也

处于股票型基金中的较低水平， 保持了稳健

的投资风格，实现风险与收益的良好配比。

积极的价值投资： 在价值投资的主导思

想下， 该基金倾向于以下三个标准来选择投

资标的。首先，公司回报较高；其次，股票价格

要合适；此外，关注企业的管理层。 尽管契约

约定的股票投资比例较为宽泛 （为

60%-

95%

）， 但近几年来该基金的股票仓位基本上

都保持在

80%-95%

之间， 对于符合标准的投

资标的采取积极配置。

行业配置侧重大盘蓝筹： 该基金当前

的行业配置集中在金融、机械、电力三大低

估值领域。 对大市值股票的偏好来自于大

公司本身足够便宜， 认为市场错误认识了

公司的价值。 以银行业为例，该基金认为近

年来市场的认识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社

会发展阶段决定了银行业的高回报还会持

续较长时间。

基金经理风格稳健、业绩突出：博时基金

以“投资价值发现者”为己任，坚守价值投资

理念。 现任基金经理邓晓峰自

2007

年开始管

理本基金，风格稳健、谨慎，任期内业绩排名

同类基金前

3%

，是为数不多的任职稳定、业绩

优异的基金经理。

汇添富价值精选

汇添富价值精选（代码

519069

）是汇添富

基金旗下的一只股票型基金， 成立于

2009

年

初，截至目前，收益率为

67.4%

，年化收益为

13.9%

，同类排名前

5%

，业绩优异。

汇添富价值精选是一只侧重于选股的基

金，投资对象为价值相对低估、具备独特核心

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 重点关注经营领先稳

健型、并购重组型和资源低估型三类公司。

长期业绩稳定出色： 近三年来该基金历

年表现都很出色。

2012

年度取得了

18.8%

的优

异成绩， 在

290

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

12

位，

2011

年排名前

30%

，

2010

年排名前

25%

。 三年

累计收益则排名前

5%

。 较高的业绩稳定性显

示基金经理投资能力出色， 能够在不同的市

场环境下持续获得超额收益， 该基金已连续

两期获评招商证券五星级股票型基金。

仓位稳定、选股出色：该基金较少做仓位

调整，现任基金经理自接管以来，基本将仓位

维持在

90%

左右。 在保持较高仓位的同时，该

基金在

2011

年下跌的市场中也领先于同类平

均水平， 说明其重仓股质地优秀、 抗跌性较

强， 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基金经理出色的选股

能力。

行业配置平衡，投资理念成熟：从该基金

的持仓组合来看， 基金经理倾向于相对均衡

的行业配置， 通过挑选各个行业最好的个股

来构建投资组合， 个股选择成长和价值相融

合、 顺势和逆向兼顾。 投资中注重客观和独

立、投资理念成熟。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研究功底扎实：现任

基金经理陈晓翔具有

10

多年的证券研究经

验， 曾荣获

2005

年新财富交通运输行业最佳

分析师， 长期的行业研究经验使其熟悉多个

行业， 研究功底十分扎实。 自该基金成立以

来， 陈晓翔一直担任基金经理， 投资风格稳

健，重视对优质上市公司的深度挖掘，秉持长

期价值投资理念，精选价值低估的优质股，为

投资者带来了良好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