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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相投顾证券研究二部

华商创新成长

以改革促发展 创新成长受益

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商创新成长”）是华

商基金公司旗下发行的第

2

只发起式混合型

基金， 基金重点关注受益于在我国经济转型

中涌现出各类创新机遇的企业， 力争获得长

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以改革促发展，创新成长主题受益：2014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

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 在中国经济转型发

展过程中，各种创新机会将层出不穷，战略性

新兴产业、科技文化、现代服务业、以及由人

的城镇化带来的消费升级和消费深化， 都将

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具有创新能力、成长潜

力的上市公司是最具投资前景的蓝海。 华商

创新成长基金重点关注各种创新对经济和社

会产生的影响， 挖掘具有爆发式潜力的创新

模式及其所蕴含的投资机会， 进一步精选成

长性良好、资质优良、具有长期发展前景的优

势企业， 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创造绝对收

益和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资产配置灵活，“捆绑” 实现“共赢” ：华

商创新成长基金在资产配置方面较为灵活，

固定收益类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

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5%-100%。灵活的资产配置即能在市场上涨

行情中获取超额收益， 又能在市场下跌行情

中规避风险， 同时又有助于基金经理紧随市

场脉络，抓住市场热点。 此外，该基金属于发

起式基金， 利益、 风险均与管理人紧密 “捆

绑”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有望实现“共赢” 。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 华商创新成长基金

拟任基金经理刘宏， 现任华商基金投资管理

部副总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华商盛世

成长、华商价值精选基金经理。 其管理的华商

价值精选基金 （2011年4月21日开始任职）

设立以来净值上涨31.53%， 在同期可比423

只开放式积极偏股型基金中排名第31位。

投资建议：该基金在改革中寻求机遇，挖

掘具有创新模式及其所蕴含的投资机会。 同

时又是一只发起式基金， 投资者与管理人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 拟任基金经理经验丰富，

为基金的良好运作提供了保证。 此外，作为一

只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和风险相对较高，

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谨慎投资。

长盛高端装备

主投高端装备 配置细分领域

长盛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盛高端装备”）是长盛

基金公司发行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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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将

会把握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带来的投资

机会， 分享高端装备制造相关上市公司的持

续投资收益。

主要配置高端装备制造，分享工业化发展

成果：高端装备制造属于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领

域，主要包括航空装备工业、卫星产业、轨道交

通设备制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智能制

造装备业等5大重点方向。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

业化推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高端装

备制造业将发挥重要作用。该基金将分享高端

装备制造相关上市公司的持续投资收益。

构建股票池， 四大维度配置细分领域：该

基金的股票投资分为股票池初步构建、细分领

域配置和个股精选三个方面。 首先，初步构建

主要分布在航天军工、自动化装备、二次电力

设备、轨道交通设备、智能仪器仪表与控制系

统、能源装备、通用设备、工程机械、环保装备

这几个细分领域中的所涉及的高端装备制造

上市公司组成的股票池；再通过深入分析判断

各细分领域的景气状况、产业政策变化、生命

周期， 结合可投资的规模和相对估值水平，适

时调整各子领域的配置比例。 最后，通过公司

基本状况分析、股票估值分析进行个股精选。

管理人综合实力较强， 基金经理行业研

究经验丰富：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3月26日，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

首批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公司拥有较完

善的产品线，截至2013年末,共管理公募基金

资产为372.59亿元（不含联接基金），在同期

可比78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25位。 在最新一

期天相基金公司综合评级中被评为3A级基金

公司。 拟任基金经理张锦灿，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金融学硕士，机械行业研究经验丰富，

基金同益基金经理， 任职期间该基金历史业

绩好于同类基金。

投资建议： 长盛高端装备通过灵活配置

高端装备制造主题的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

分享高端装备制造相关上市公司的持续投资

收益。 该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具有较高风险、

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 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

力的投资者可适当关注该基金。

广发竞争优势

筛选优势行业 挖掘潜力股票

广发竞争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

基金简称“广发竞争优势”

)

是广发基金

管理公司继广发聚优灵活、广发趋势优选、广

发成长优选发行的第四只股票仓位限制在

0-

95%

的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将投资于具备竞

争优势的股票。

灵活配置，持股仓位可调节范围大：该基

金可以在股票、债券、货币三大市场之间灵活

配置， 以捕捉不同市场阶段下不同类别资产

的投资机会。 该基金在牛市中可显示出股性，

熊市中表现出债性；而适时采用股指期货，则

有助于降低仓位波动的冲击成本。

筛选优势行业，挖掘竞争优势股票：通过

对各行业的发展周期、 行业景气程度和行业

评级等的分析， 结合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和结

构转型对不同行业的潜在影响方向和影响程

度的差异研究， 自上而下筛选出行业发展前

景良好、具备持续增长潜力的优势行业。 通过

定量分析为主的方法， 筛选出优势行业并进

行综合评估，由此确定对各行业的配置比例。

在此基础上， 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 自下而上进一步筛选出具备竞争

优势的股票，以此构建股票组合。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 拟任基金经理朱纪

刚，理学硕士，管理经验丰富。 2006年底加入

广发基金，曾任研究发展部研究员、研究小组

组长、基金经理助理、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

2009年7月调入投资管理部，曾任广发聚祥基

金经理，现任广发核心精选、广发成长优选、

广发轮动配置基金经理。 其中，其管理广发核

心精选 （ 2009年9月10日至2014年2月27

日） 自其管理以来净值分别上涨43.02%，为

投资者创造了较好的收益。

基金管理人综合实力较强： 广发基金设

立于2003年8月5日,截至2013年年底，注册

资本1.2亿元，股东结构稳定。公司旗下共管理

基金产品43只,产品线较为完善,管理公募资

产（不含联接基金）为1167.27亿元，在78家

基金公司中排名第7位。

投资建议：作为一只中高风险，灵活配置

的混合基金，其预期收益小于股票型基金，高

于债券型和货币型基金，此外，该基金公司的

实力强大，基金经理能力突出，适合追求长期

稳定较高收益的投资者进行投资。

建信健康民生

健康民生主题 契合经济转型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建信健康民生”）是建信基金旗下首

只双主题的混合型基金， 主要投资于有利于

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和促进国计民生的行业及

公司，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

产长期稳定增值。

专注健康民生主题，契合经济转型趋势：我国

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势在必行，社会保障、医疗、教

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民生健康领域

的改革，成为改革方案中的重头戏。 依托于行业巨

大的发展前景和市场的需求，健康和民生这两大热

门投资主题将长期受益，建信健康民生将主要投资

于有利于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和促进国计民生的行

业和公司，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

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仓位调整灵活，建仓时机合适：建信健康民

生混合基金投资于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50%-95%，投资于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占基

金资产净值的0-50%，仓位调整较灵活。 2014

年以来，A股市场在相对宽裕的资金面的支撑

下， 走出一波小幅反弹行情， 市场信心有所增

强，同时，临近“两会”召开,健康和民生两大热

点主题投资价值凸显， 加上整个3月至4月份是

上市公司2013年年报和2014年一季报密集披

露的时间， 有利于基金经理梳理和筛选行业和

个股。在此背景下，建信健康民生混合基金选择

这个时点进行募集，对未来的建仓有很大帮助。

管理人实力雄厚，基金经理经验丰富：建信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5年9月，股

东方实力雄厚，股权结构稳定。 截至2013年年

末，共管理公募基金规模724.64亿元，在同期可

比78家基金公司中排名14位。 该基金基金经理

姜锋，2007年加入该公司，投研管理经验丰富，

其管理的建信优势动力业绩平稳优异。

投资建议： 建信健康民生属于积极配置

型混合基金，属于高风险品种。 该基金紧抓健

康民生双主题，契合经济转型趋势，仓位调整

较灵活，且选择在“两会” 和上市公司年报、

季报披露前进行募集，建仓时机合适，有望取

得较好表现。 管理人实力雄厚，基金经理投研

管理经验丰富， 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

者可积极关注该基金。

基金名称 市场代码 基金类型 管理人 托管人 基金经理

费率 风险定位

认购费率 申购费率 赎回费率 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

华商创新

成长

000541

混合型 上华商基金

中国工商

银行

刘宏

M<100 1.2%

100≤M<200 1.0%

200≤M<500 0.5%

M≥500 1000

元

/

笔

M<100 1.5%

100≤M<200 1.2%

200≤M<500 0.8%

M≥500 1000

元

/

笔

Y< 7

天

1.50%

7

天

≤Y<30

天

0.75%

30

天

≤Y<1

年

0.50%

1

年

≤Y<2

年

0.25%

2

年

≤Y 0

1.50% 0.25%

中高风险

长盛高端

装备

000534

混合型 长盛基金 中国银行 张锦灿

M＜50

万

1.2%

50

万

≤M＜200

万

0.8%

200

万

≤M＜500

万

0.4%

M≥500

万

1000

元

/

笔

M＜50

万

1.5%

50

万

≤M＜200

万

1.0%

200

万

≤M＜500

万

0.5%

M≥500

万

1000

元

/

笔

Y＜7

日

1.5%

7

日

≤Y＜30

日

0.75%

30

日

≤Y＜1

年

0.5%

1

年

≤Y＜2

年

0.25%

Y≥2

年

0

1.50% 0.25%

中高风险

广发竞争

优势

000529

混合型 广发基金 中国银行 朱纪刚

M<100 1.2%

100≤M<300 0.8%

300≤M<500 0.2%

M≥500 1000

元

/

笔

M<100 1.5%

（一般）

0.6%

（特定）

100≤M<300 0.9%

（一般）

0.36%

（特定）

300≤M<500 0.3%

（一般）

0.12%

（特定）

M≥500 1000

元

/

笔

Y<Y< 7

天

1.50%

7

天

≤Y<30

天

0.75%

30

天

≤Y<1

年

0.50%

1

年

≤Y<2

年

0.30%

2

年

≤Y 0

1.50% 0.25%

中高风险

建信健康

民生

000547

混合型 建信基金 光大银行 姜锋

M<100 1.2%

100≤M<200 1.0%

200≤M<500 0.6%

M≥500 1000

元

/

笔

M<100 1.5%

100≤M<200 1.2%

200≤M<500 0.8%

M≥500 1000

元

/

笔

Y＜7

天

1.5%

7

天

≤Y＜30

天

0.75%

30

天

≤Y＜1

年

0.5%

1

年

≤Y＜2

年

0.25%

Y≥2

年

0

1.50% 0.25%

高风险

近期基金发行产品数量小幅回升。 截至2月28日， 共有

24只基金在发或已公布发售公告（A/B/C级合并计算，ETF

及其联接基金分开计算）。 其中，股票型基金5只、债券型基

金5只、 混合型基金10只， 指数型基金2只、 货币基金1只及

QDII基金1只。 受益改革推动，2014年主题投资有望成为市

场热点，本文选出4只新发主题类基金产品做客观比较，以供

投资者参考。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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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创新成长

以改革促发展 创新成长受益

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商创新成长”）

是华商基金公司旗下发行的第2只发起式混

合型基金， 基金重点关注受益于在我国经济

转型中涌现出各类创新机遇的企业， 力争获

得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以改革促发展，创新成长主题受益：2014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

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 在中国经济转型发

展过程中，各种创新机会将层出不穷，战略性

新兴产业、科技文化、现代服务业、以及由人

的城镇化带来的消费升级和消费深化， 都将

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具有创新能力、成长潜

力的上市公司是最具投资前景的蓝海。 华商

创新成长基金重点关注各种创新对经济和社

会产生的影响， 挖掘具有爆发式潜力的创新

模式及其所蕴含的投资机会， 进一步精选成

长性良好、资质优良、具有长期发展前景的优

势企业， 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创造绝对收

益和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资产配置灵活，“捆绑” 实现“共赢” ：华

商创新成长基金在资产配置方面较为灵活，

固定收益类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

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5%-100%。灵活的资产配置即能在市场上涨

行情中获取超额收益， 又能在市场下跌行情

中规避风险， 同时又有助于基金经理紧随市

场脉络，抓住市场热点。 此外，该基金属于发

起式基金，利益、风险均与管理人紧密“捆

绑” ， 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有望实现 “共

赢” 。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 华商创新成长基金

拟任基金经理刘宏， 现任华商基金投资管理

部副总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华商盛世

成长、华商价值精选基金经理。其管理的华商

价值精选基金 （2011年4月21日开始任职）

设立以来净值上涨31.53%， 在同期可比423

只开放式积极偏股型基金中排名第31位。

投资建议：该基金在改革中寻求机遇，挖

掘具有创新模式及其所蕴含的投资机会。 同

时又是一只发起式基金， 投资者与管理人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 拟任基金经理经验丰富，

为基金的良好运作提供了保证。此外，作为一

只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和风险相对较高，

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谨慎投资。

长盛高端装备

主投高端装备 配置细分领域

长盛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长盛高端装备”）是长盛基金公司

发行的第9只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将会把握中国高

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带来的投资机会，分享高端装备

制造相关上市公司的持续投资收益。

主要配置高端装备制造， 分享工业化发展成

果： 高端装备制造属于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领域，主

要包括航空装备工业、卫星产业、轨道交通设备制

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装备业等5大

重点方向。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推进的关键时

期，在这一过程中，高端装备制造业将发挥重要作

用。 该基金将分享高端装备制造相关上市公司的持

续投资收益。

构建股票池，四大维度配置细分领域：该基金

的股票投资分为股票池初步构建、细分领域配置和

个股精选三个方面。 首先，初步构建主要分布在航

天军工、自动化装备、二次电力设备、轨道交通设

备、智能仪器仪表与控制系统、能源装备、通用设

备、工程机械、环保装备这几个细分领域中的所涉

及的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组成的股票池；再通过

深入分析判断各细分领域的景气状况、产业政策变

化、生命周期，结合可投资的规模和相对估值水平，

适时调整各子领域的配置比例。 最后，通过公司基

本状况分析、股票估值分析进行个股精选。

管理人综合实力较强，基金经理行业研究经验

丰富：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3月26

日，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首批十家基金管理

公司之一。 公司拥有较完善的产品线，截至2013年

末,共管理公募基金资产为372.59亿元（不含联接

基金）， 在同期可比78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25位。

在最新一期天相基金公司综合评级中被评为3A级

基金公司。 拟任基金经理张锦灿，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金融学硕士，机械行业研究经验丰富，基金

同益基金经理，任职期间该基金历史业绩好于同类

基金。

投资建议：长盛高端装备通过灵活配置高端装

备制造主题的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分享高端装备

制造相关上市公司的持续投资收益。该基金为混合

型基金，具有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具有

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可适当关注该基金。

广发竞争优势

筛选优势行业 挖掘潜力股票

广发竞争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广发竞争优势”)是广发基金管理公司

继广发聚优灵活、广发趋势优选、广发成长优选发

行的第四只股票仓位限制在0-95%的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将投资于具备竞争优势的股票。

灵活配置，持股仓位可调节范围大：该基金可

以在股票、债券、货币三大市场之间灵活配置，以

捕捉不同市场阶段下不同类别资产的投资机会。

该基金在牛市中可显示出股性， 熊市中表现出债

性；而适时采用股指期货，则有助于降低仓位波动

的冲击成本。

筛选优势行业，挖掘竞争优势股票：通过对各

行业的发展周期、 行业景气程度和行业评级等的

分析， 结合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对不同

行业的潜在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的差异研究，自

上而下筛选出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具备持续增长

潜力的优势行业。 通过定量分析为主的方法，筛选

出优势行业并进行综合评估， 由此确定对各行业

的配置比例。 在此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 自下而上进一步筛选出具备竞

争优势的股票，以此构建股票组合。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 拟任基金经理朱纪刚，理

学硕士，管理经验丰富。 2006年底加入广发基金，

曾任研究发展部研究员、研究小组组长、基金经理

助理、 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2009年7月调入投资

管理部，曾任广发聚祥基金经理，现任广发核心精

选、广发成长优选、广发轮动配置基金经理。 其中，

其管理广发核心精选（ 2009年9月10日至2014年

2月27日）自其管理以来净值分别上涨43.02%，为

投资者创造了较好的收益。

基金管理人综合实力较强： 广发基金设立于

2003年8月5日,截至2013年年底，注册资本1.2亿

元， 股东结构稳定。 公司旗下共管理基金产品43

只,产品线较为完善,管理公募资产（不含联接基

金） 为1167.27亿元， 在78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7

位。

投资建议：作为一只中高风险，灵活配置的混

合基金，其预期收益小于股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

和货币型基金，此外，该基金公司的实力强大，基

金经理能力突出， 适合追求长期稳定较高收益的

投资者进行投资。

建信健康民生

健康民生主题 契合经济转型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

简称“建信健康民生”）是建信基金旗下首只双

主题的混合型基金， 主要投资于有利于提升居

民健康水平和促进国计民生的行业及公司，在

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追求基金资产长期稳

定增值。

专注健康民生主题，契合经济转型趋势：我国经

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势在必行，社会保障、医疗、教育、

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民生健康领域的改

革，成为改革方案中的重头戏。 依托于行业巨大的发

展前景和市场的需求， 健康和民生这两大热门投资

主题将长期受益， 建信健康民生将主要投资于有利

于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和促进国计民生的行业和公

司，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

稳定增值。

仓位调整灵活，建仓时机合适：建信健康民

生混合基金投资于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50%-95%， 投资于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占基

金资产净值的0-50%，仓位调整较灵活。 2014年

以来，A股市场在相对宽裕的资金面的支撑下，走

出一波小幅反弹行情，市场信心有所增强，同时，

临近“两会” 召开,健康和民生两大热点主题投

资价值凸显， 加上整个3月至4月份是上市公司

2013年年报和2014年一季报密集披露的时间，

有利于基金经理梳理和筛选行业和个股。 在此背

景下，建信健康民生混合基金选择这个时点进行

募集，对未来的建仓有很大帮助。

管理人实力雄厚，基金经理经验丰富：建信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5年9月， 股东

方实力雄厚，股权结构稳定。截至2013年年末，共

管理公募基金规模724.64亿元，在同期可比78家

基金公司中排名14位。 该基金基金经理姜锋，

2007年加入该公司，投研管理经验丰富，其管理

的建信优势动力业绩平稳优异。

投资建议： 建信健康民生属于积极配置型

混合基金，属于高风险品种。该基金紧抓健康民

生双主题， 契合经济转型趋势， 仓位调整较灵

活，且选择在“两会” 和上市公司年报、季报披

露前进行募集，建仓时机合适，有望取得较好表

现。管理人实力雄厚，基金经理投研管理经验丰

富， 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可积极关注

该基金。

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