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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主题精选：精选主题 挖掘优势个股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张春雷 隗连杰

推荐理由：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基金以追求资本可持续增值为目的，以深入的基本

面分析为基础，把握主题投资的脉络，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分享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的成果以及企业经营绩效提升所带来的股权溢价。凭借持续优异的业绩、出色的

选股能力，华商主题精股票型基金被评为“2013年度股票型金牛基金” 。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华商主题精选” ）是华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旗下第4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2012年5月31日，截至2014年

一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14.36亿元，份额为9.19亿份。

历史业绩：各期业绩表现出色。 截至2014年5月15日，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上涨

64.23%，大幅超越同期上证指数79.31个百分点，在同期可比的316只开放式积极投

资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3位； 最近1年该基金净值上涨33.09%， 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41.75个百分点；最近半年该基金净值上涨8.91%，超越同期上证指数16.70个百分点；

2013年该基金净值上涨63.42%，超越同期上证指数68.6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该基

金业绩表现较好，净值上涨2.97%，超越同业6.43个百分点。

投资风格：高仓运作，精选“主题” 优势个股。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基金自设立以

来一直高仓位运作。 该基金设立以来披露的7个季报来看，该基金历史最低股票仓位

为88.19%，平均股票仓位为91.17%，接近其基金契约规定的股票资产投资上限。华商

主题精选股票型基金以精选“主题” 优势个股来弥补择时的不足，该基金坚持“自上

而下” 为主、“自下而上” 为辅的投资视角，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充分体现“主题投资”

这个核心理念。 以深入的基本面分析为基础，把握主题投资的脉络，深入分析挖掘社

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各类投资主题得以产生和持续的内在驱动因素， 重点投资于具有

可持续发展前景的投资主题中的优质上市公司，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分享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以及企业经营绩效提升所带来的股权溢价， 从而达到资本可持

续增值的目的。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的积极投资

品种，属于高风险的基金品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并期望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

者，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请谨慎投资。

市场反复震荡 基金投资稳健为上

民生证券 闻群 王静进

国家统计局于2014年5月9日公布了4月CPI等经济数据。 根据民生策略组的判

断，在经济周期处于投资缺口下行、通胀下行的所谓“衰退阶段” ，A股表现虽然较

弱，但与投资下行、通胀上行的“滞涨阶段” 的熊市相比，下跌空间相对要小得多。 因

此与经济周期相对应，5月A股很可能处于弱市震荡格局。 落实到基金的投资上，建议

投资者采取稳健的操作策略，适当搭配仓位较为灵活的混合型基金，构建相对均衡的

投资组合。 本期推荐的四只基金都较为契合当前市场特征， 操作风格灵活且适度积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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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华商主题精选” ）是华

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第4只积极

投资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2012

年5月31日， 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

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14.36亿元，份

额为9.19亿份。

历史业绩： 各期业绩表现出色。

截至2014年5月15日，该基金成立以

来净值上涨64.23%，大幅超越同期上

证指数79.31个百分点， 在同期可比

的316只开放式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

中排名第3位；最近1年该基金净值上

涨33.09%， 超越同期上证指数41.75

个百分点；最近半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8.91%，超越同期上证指数16.70个百

分 点 ；2013 年 该 基 金 净 值 上 涨

63.42%， 超越同期上证指数68.67个

百分点；今年以来，该基金业绩表现

较好，净值上涨2.97%，超越同业6.43

个百分点。

投资风格：高仓运作，精选“主

题” 优势个股。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

基金自设立以来一直高仓位运作。 该

基金设立以来披露的7个季报来看，

该基金历史最低股票仓位为88.19%，

平均股票仓位为91.17%，接近其基金

契约规定的股票资产投资上限。 华商

主题精选股票型基金以精选“主题”

优势个股来弥补择时的不足，该基金

坚持“自上而下” 为主、“自下而上”

为辅的投资视角，在实际投资过程中

充分体现 “主题投资” 这个核心理

念。 以深入的基本面分析为基础，把

握主题投资的脉络，深入分析挖掘社

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各类投资主题得

以产生和持续的内在驱动因素，重点

投资于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投资

主题中的优质上市公司，在充分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 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的成果以及企业经营绩效提升所带

来的股权溢价， 从而达到资本可持续

增值的目的。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华商主题

精选股票型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的

积极投资品种， 属于高风险的基金品

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并期望获

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 风险承受能力

较低的投资者请谨慎投资。（天相投顾

张春雷 隗连杰）

博时卓越品牌

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博时卓越品牌”）属于股票型基金，设

立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 成立以来收益为

14.45%

， 主要通过投资于

A

股市场经过严格

筛选的具有投资价值的品牌上市公司的股

票，力争通过主动操作，获取较长期限内的资

本增值和资本利得。

博时卓越品牌采用品牌分析与价值分析

相结合的主动式投资策略， 自2011年4月22

日成立以来， 累计已取得14.45%的收益，收

益高于同类平均水平，在同期可比636只股票

型基金中排名第203位，为持有人创造了超越

基准指数的超额收益。

业绩稳定增长， 下行风险较低： 截至

2014年5月13日，博时卓越品牌成立以来累

计已取得14.45%的收益， 年化回报4.51%，

高于同类平均水平，为持有人创造了相对客

观的超额收益。 而其在最近一年内的业绩表

现呈现出稳定增长向前的态势，一年和半年

的净值增长率分别为10.02%和10.42%。 同

时，在最近一年里，该基金的下行风险、收益

标准差分别为10.08和0.0197， 均小于同类

平均水平。

锁定品牌投资，获取稳健收益：博时卓

越品牌主要通过投资于A股市场经过严格

筛选的具有投资价值的品牌上市公司的股

票。 在投资理念上，博时卓越品牌采用品牌

分析与价值分析相结合的主动式投资策

略，通过对品牌强度、品牌优势、品牌盈利

能力、品牌的财务品质、估值水平等多方面

的分析评估来精选个股， 追求超越基准指

数的超额收益。 在投资策略上，该基金强调

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与自下而上的行

业、 公司分析和估值分析有机结合进行前

瞻性的决策，力争通过主动操作，获取较长

期资本增值。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基金经理聂挺

进于2006年9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任研究部总经理兼股票投资部GARP组投

资总监，投研经验十分丰富。

嘉实主题精选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嘉实主题精选”）属于混合型基金，成

立于

2006

年

7

月

21

日。该基金通过合理的动态

资产配置， 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证充分流动

性的前提下， 充分把握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投

资机会， 运用主题投资方法谋求基金资产长

期稳定增值。

嘉实主题精选通过把握证券市场发展的

结构性机会，合理配置股票仓位，精选优质个

股，运用主题投资方法追求超额收益。该基金

成立以来年化回报居于同业前列， 为持有人

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 明星基金经理邹唯先

生偏股型基金管理业绩出色。

成立以来总回报居于同业前列： 嘉实主

题精选成立以来累计取得了165.34%的总回

报，超越同业平均水平32.73个百分点，在同

类可比246只混合型基金中位列第68位。年化

回报13.30%， 在同类可比246只混合型基金

中位列第44位。

大盘成长风格，把握主题投资机会：嘉实

主题精选属于大盘成长风格基金，2014年一

季报显示，该基金上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仓位3.89个百分点至8.99%；同时

下调制造业仓位2.11个百分点。 在市场跌宕

起伏的震荡环境中， 对仓位的灵活配置为基

金业绩做出了一定贡献。作为一只主题基金，

嘉实主题精选重点布局相关新兴与改革转型

主题。目前，我国经济中长期转型和改革基调

不变并逐步落地推进， 主题投资机会仍然活

跃，国企改革、京津冀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

概念股受市场关注程度较高。

基金管理人综合实力雄厚，明星基金经

理回归保障基金业绩： 管理人成立于1999

年，是中国内地首批成立的10家基金管理公

司之一，2002年底被选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首批投资管理人。基金经理邹唯，2003年6月

进入嘉实基金，后加入上海磐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2013年7月回归嘉实

基金并于同年10月担任嘉实主题精选基金

经理。

招商安泰平衡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

称“招商安泰平衡”）属于混合型基金，设立于

2003

年

4

月

28

日。该基金在股债间进行均衡的

资产配置，通过灵活调整股债投资比例，有效

把握市场轮动机会， 追求基金收益与长期资

本增值相结合， 最终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

定增值。

招商安泰平衡成立以来业绩表现平稳，

今年以来业绩突出，风险控制有效。采用股债

间均衡配置的资产配置原则， 有效把握股债

轮动机会。投资操作风格稳健保守，较适合在

震荡市中进行配置。 基金经理王景投研经验

丰富，有力保障基金业绩。

长期业绩稳定，今年较为突出：从各区

间业绩表现看，招商安泰平衡今年以来表现

突出，最近半年业绩增长2.76%，超越同业平

均水平2.67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共取得了

1.62%的投资回报， 超越同业平均水平4.18

个百分点。 风险方面，招商安泰平衡能有效

的进行风险控制， 该基金最近一年下行风

险、收益标准差分别为7.8849、0.0151，均小

于同类平均水平。

股债轮动配置，把握投资机会：招商安

泰平衡基金通过股债市场间的轮动配置，有

效捕捉两类市场的投资机会。 今年以来国内

整体经济状况整体偏弱、 通胀相对温和、资

金面相对宽松，均使得债券市场系统性风险

较低，债市回暖行情不断上演。 该基金稳健

保守的投资操作风格，较为适合在震荡市中

进行配置。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历史管理业绩

突出： 基金经理王景2010年8月加入招商基

金，现任招商安瑞进取、招商安泰股票及招商

安泰平衡基金经理， 管理业绩稳定且居同业

前列。 其所管理的招商安瑞进取截至目前已

取得了15.06%的任职回报，年化回报5.43%，

在同类可比61只基金中列第21位； 管理招商

安泰平衡以来更是取得了16.53%的任职回

报，年化回报达10.63%，在同类可比43只混

合型基金中高居第5位。

中邮核心优势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以

下简称“中邮核心优势”）属于混合型基金。该

基金设立于

2009

年

10

月

28

日， 通过合理的动

态资产配置， 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证充分流

动性的前提下， 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经济结

构调整过程中的投资机会， 谋求基金资产的

长期稳定增值。

中邮核心优势基金根据各项重要的经济

指标分析宏观经济发展变动的趋势， 判断当

前所处的经济周期来对未来做出科学的预

测。在此基础上，该基金结合对流动性及资金

流向的分析， 综合股市和债市估值及风险分

析进行灵活的大类资产配置。

长期保持优秀业绩： 中邮核心优势从

2009年10月28日成立以来，已取得23.25%的

总收益，高于同类平均水平。从各区间的业绩

表现来看，其今年以来、六个月、一年、两年和

三年的净值增长率分别为2.45% 、9.19% 、

14.04%、20.37%和3.25%，在同类型基金中一

直保持位居在前20%。

追求核心优势，分享投资机会：中邮核

心优势作为中邮创业基金推出的第一只混

合型基金产品， 在投资理念上做了重大突

破，动态资产配置首次被引入该基金的投资

理念当中。 同时，针对中邮核心优势的股票

投资部分来看，该基金以追求核心优势为投

资理念，重点投资在同行业当中具有核心优

势的企业，因为这一类企业不单单能够获得

持续稳定的发展和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利

润，同时也可以分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

中的投资机会，从而帮助实现基金资产的长

期稳定增值。

基金经理管理经验丰富：基金经理邓立

新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珠市口办事处交

换员、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信托投资公司白塔

寺证券营业部副经理兼团支部书记、华夏证

券有限公司北京三里河营业部交易部经理、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部经理、中邮创

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交易部总经理、投

资研究部负责人，从业管理经验十分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