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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相投顾证券研究二部 张春雷

银河美丽优萃

把握时代脉搏 掘金美丽主题

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银河美丽优萃”）是银河基金公司发

行的第

7

只开放式主动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主

要投资于具有竞争优势的基金定义的美丽主

题相关股票，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

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把握时代脉搏，掘金美丽主题：党的十八

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的长期政策， 并首次提出美丽中

国概念，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该政

策及受此促进的相关公司将成为良好的投资

主题，具有扎实的市场需求。 “美丽主题” 具

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想象空间大、时

代特征明等鲜明的投资特征。 银河美丽优萃

主要掘金于“美丽家园” 、“美好生活” 和“美

妙未来” 三大方向。此外，与新能源、新材料和

新技术相关的美妙未来行业股票也将成为该

基金的主要投资标之一。

去伪存真，精选个股：在具体操作上，银河

美丽优萃基金通过定性分析，深入分析企业的

基本面以及相关概念政策、人口结构变化等因

素，坚持优中选优，去伪存真，精选个股，发掘

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坚定持有。 该

基金把不低于80%的非现金基金资产投资于

基金所定义的美丽主题相关的股票，与投资者

分享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的资本增值。

基金管理人权益投资能力优异， 明星基

金经理掌舵：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6月14日，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共管

理公募基金资产规模为237.34亿元 （不含联

接基金）。 近年来，银河基金公司旗下权益类

基金各期历史业绩表现优异， 突显其优异的

投资管理能力。 基金经理成胜，成长股投资经

验丰富，基金管理能力突出，其掌管的银河行

业股票、 银河主题股票基金多次占据全市场

股票型基金年度收益前十，两次进入前三，并

荣获多项大奖。

投资建议： 银河美丽优萃把握时代脉搏，

掘金于美丽主题，将基金主要资产投资于美丽

主题相关的股票，与投资者分析美丽中国建设

过程中的资本增值。 该基金作为股票型基金，

具有高风险和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建议风险承

受能力较高的投资者可重点关注该基金。

宝盈祥瑞养老

追求稳健回报 固收经验丰富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宝盈祥瑞养老”）是宝盈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发行的第四只混合型基金， 也是旗下

首只养老主题基金。 宝盈祥瑞养老基金在严

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稳定的投资回报，

为投资人提供稳健的养老理财工具。

契合时机，满足多样化养老理财需求：随

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日益加重， 现有的

子女赡养、退休金、社保金等养老方式已不能

充分满足投资者对养老理财多样化的需求，

养老基金则成为新的行之有效的养老理财方

式。 在此背景下，宝盈基金顺应潮流，推出宝

盈瑞祥养老混合基金， 以满足投资者多样化

养老投资理财需求。

保守配置，追求稳定投资回报：宝盈祥瑞

养老混合是一只保守配置混合型基金， 追求

稳健收益。 通过对经济周期所处的发展阶段

及趋势的分析和判断， 以及不同资产类别的

预期表现，对基金资产配置进行动态调整。 在

操作过程中，该基金始终坚持以“稳定投资回

报” 为出发点，以银行一年定期存款税后利息

+1%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主要投资债券等固

定收益类资产， 股票资产投资限定在40%以

下，这种保守资产配置，较符合投资者对养老

理财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 可长期作为投

资者养老理财的主渠道。

管理人综合实力强，基金经理固收投资能

力强：宝盈基金设立于2001年5月,注册资本1

亿元，股东为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对

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分别为

75%、25%。 截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旗下共

管理基金产品9只（A\B\C份额及分级基金合

并计算）,覆盖了封闭式、股票型、混合型、货

币型、债券型、指数型基金等6个类型产品。 在

最新一期天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综合评级中

被评为AAAAA级公司。 基金经理陈若劲，固

收类基金投资管理经验丰富， 且过往业绩出

色。而另一基金经理于启明也具有较为丰富的

债券型基金投资管理经验，双基金经理取长补

短，强强联合，有利于基金资产的优化配置。

投资建议：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为混合型

基金，资产配置较保守，追求长期稳健收益；

中等投资风险， 稳健投资者或提前准备养老

金投资者可适当关注该基金。

银华永益分级债

两级合并运作 杠杆优势显著

银华永益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

称银华永益分级债）是银华旗下继银华永兴、

银华转债后发行的第

3

只纯债分级基金。 银华

永益分级债基金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以债券等固定收益类品种为主要投资对象，

力求获得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两级合并运作，稳健份额安全系数高，

激进份额杠杆优势显著： 该基金的基金份

额划分为永益A、永益B两级份额，所募集

的基金资产合并运作，永益A、永益B的份

额配比原则上不超过7∶3， 永益A自分级

运作期起始日每满6个月开放一次， 永益B

封闭运作。 A类稳健份额约定收益为一年

期定存+（0-2%），按当前计算，约定收益

为5%，收益率显著高于银行存款；B类激进

份额在稳健份额获取约定收益率的基础上

分配剩余收益或承担相应的损失， 具有一

定的杠杆，波动较大。 基金份额初始杠杆不

超过3.33倍， 运用杠杆获取债市反弹带来

的收益。

基金经理能力较强：邹维娜，2012年10月

加入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2014年1月22

日起兼任银华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截至2014年5月15日，任职年化收益率

为10.49%，在同期717只债券型基金中排名第

291位。

基金管理人综合实力较强： 银华基金设

立于2001年5月,注册资本2亿元。 截至2014

年一季度末, 共管理公募资产 （不含联接基

金）为650.85亿元，在84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

13位。 综合实力较强，但管理分级基金能力更

为突出，截至2014年5月16日，银华旗下共有

10只分级基金，数量位居同业首位，此外，截

至2014年一季度末， 银华旗下分级基金资产

规模185.21亿元，位居同业首位。

投资建议：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

行，通胀水平整体可控，加之资金面处于较为

宽松的状态以及2013年下半年债券市场的深

度调整，2014年债券市场持续超出市场预期，

债券市场走出真正的“小春天” ，而股市则呈

现宽幅震荡下跌，因此，债券基金成为当前市

场最赚钱的基金。 债市和债基处于重要的阶

段性底部区域， 杠杆债基因而也在未来的债

市反弹中更具优势地位。

上投优信增利债

安全收益兼备 凸显配置价值

上投摩根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上投优信增利债”）是上投摩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弱复苏

的格局下，推出的一只偏债型基金产品。 该基

金重点投资于信用债和可转债，力争实现基金

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债市回暖，配置价值凸显：宏观经济数据呈

现弱势格局，通胀维持低位，基本面对债市构成

支撑。货币市场方面，公开市场操作虽以持续正

回购为主，但力度较为温和，且在人民币持续贬

值和外汇占款趋势下行的情况下， 使得银行间

市场资金面始终维持在相对宽松的局面。 在债

市风险充分释放后，债市的投资价值凸显。

重点投资信用债和可转债：上投优信增利

债对债券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投资于信用债和可转债的比例合计不低

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 信用债券以发行人

未来的现金流作为偿还本金、 支付利息的基

础，承担了更高的信用及流动性风险，因此信

用债通常具有较高的票面利率，目前信用债的

票息收益处于历史中高水平，较有吸引力。 该

基金重点投资信用债，有望分享较高的信用债

高票息收益。此外，该基金还重点投资可转债，

由于其兼具债券和股票特征，是一种上涨有力

下跌有度的投资品种，在牛市中仍不会失去获

取收益的机会，而熊市中抗风险能力较强。

20%的权益类仓位增添投资价值： 基金在

充分全面的基本面研究和市场分析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新股申购和适时参与二级市场股票投

资， 在平衡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提升基金

产品的进攻性，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业绩回报。

考虑到近期稳增长政策陆续出台以及沪港通、

新“国九条” 等改革措施相继推出等利好因素，

估值较低的蓝筹股投资价值愈加显现，保留20%

的权益类仓位适当把握结构性机会， 有望取得

可观的超额收益，使其在震荡市中进退自如。

投资建议：在股票市场风险较大、债券市场

前景看好的情况下， 该基金能够兼顾安全性和

收益性，具有良好的风险收益特征，且管理人综

合实力强，基金经理投资管理经验丰富，适合风

险收益偏好中低、 投资相对稳健的投资者和具

有较强的资产配置需求的投资者关注。

表格

近期基金发行产品数量相对稳定。 截至5月16日，共有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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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只、债券型基金5只、混合型

基金8只、指数型基金7只及货币基金2只。 本文选出4只新发主题

类基金产品做客观比较，供投资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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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

服务费

管理

费率

托管

费率

银河美丽

优萃

519664

519665

股票型

银河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张杨

成胜

A

类

M＜50

万

1.2%

50

万

≤M＜100

万

1.0%

100

万

≤M＜200

万

0.8%

200

万

≤M＜500

万

0.6%

M≥500

万 每笔

500

元

A

类

M＜50

万

1.5%

50

万

≤M＜100

万

1.2%

100

万

≤M＜200

万

1.0%

200

万

≤M＜500

万

0.8%

M≥500

万 每笔

500

元

N＜7

日

1.5%

7

日

≤N＜30

日

0.75%

30

日

≤N＜1

年

0.5%

1

年

≤N＜2

年

0.25%

N≥2

年

0

C

类：

1.0% 1.50% 0.25%

高风险

宝盈祥瑞

养老

000639

混合型

宝盈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陈若劲

于启明

M<50 1%

50≤M<200 0.6%

200≤M<500 0.4%

M≥500 1000

元

/

笔

M<50 1.2%

50≤M<200 0.8%

200≤M<500 0.6%

M≥500 1000

元

/

笔

Y<7

日

1.5%

全额计入资产；

7

日

≤Y<30

日

0.75%

全额计入

资产；

30

日

≤Y<90

日

0.5%

75%

计入资产；

90

日

≤Y<180

日

0.5% 50%

计入资产；

180

日

≤

Y<365

日

0.25 25%

计入资产；

365

日

≤Y<730

日

0.1% 25%

计

入资产；

730

日

≤Y 0

- 1.00% 0.20%

中风险

银华永益

分级债

母：

161827

A

：

161828

B

：

150162

债券型

银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邹维娜

普通投资者场外

B

份额：

M<50 0.6%

50≤M<100 0.5% 100≤M<200 0.4%

200≤M<500 0.2% M≥500 1000

元

/

笔

养老金客户场外

B

份额：

M<50 0.18%

50≤M<100 0.15% 100≤M<200

0.12% 200≤M<500 0.06% M≥500

1000

元

/

笔

普通投资者场外

B

份额：

M<50 0.8%

50≤M<100 0.6% 100≤M<200 0.5%

200≤M<500 0.3% M≥500 1000

元

/

笔 养老金客户场外

B

份额：

M<50

0.24% 50≤M<100 0.18% 100≤M<

200 0.15% 200≤M<500 0.09% M≥

500 1000

元

/

笔

过渡期内，该基金暂不收取赎

回费

- 0.70% 0.20%

A

端低风

险，

B

端

中风险

上投优信

增利债

000616

000617

债券型 上投摩根 中国银行 王亚南

M＜100

万

0.6%

100

万

≤M＜500

万

0.3%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M＜100

万

0.8%

100

万

≤M＜500

万

0.4%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N＜1

年

0.1%

1

年

≤N＜2

年

0.05%

N≥2

年

0

C

类：

0.4% 0.70% 0.20%

中低风险

银河美丽优萃

把握时代脉搏 掘金美丽主题

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银河美丽优萃”）是银河基金

公司发行的第7只开放式主动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竞争优势的基金定

义的美丽主题相关股票，在严格控制风险的

前提下， 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

值。

把握时代脉搏，掘金美丽主题：党的十

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长期政策，并首次提出美

丽中国概念， 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

连，该政策及受此促进的相关公司将成为良

好的投资主题，具有扎实的市场需求。“美丽

主题” 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想象空

间大、时代特征明等鲜明的投资特征。 银河

美丽优萃主要掘金于“美丽家园” 、“美好生

活” 和“美妙未来” 三大方向。 此外，与新能

源、新材料和新技术相关的美妙未来行业股

票也将成为该基金的主要投资标之一。

去伪存真，精选个股：在具体操作上，银

河美丽优萃基金通过定性分析， 深入分析企

业的基本面以及相关概念政策、 人口结构变

化等因素，坚持优中选优，去伪存真，精选个

股，发掘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坚定

持有。 该基金把不低于80%的非现金基金资

产投资于基金所定义的美丽主题相关的股

票， 与投资者分享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的资

本增值。

基金管理人权益投资能力优异，明星基

金经理掌舵：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6月14日， 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共

管理公募基金资产规模为237.34亿元（不含

联接基金）。近年来，银河基金公司旗下权益

类基金各期历史业绩表现优异，突显其优异

的投资管理能力。 基金经理成胜，成长股投

资经验丰富，基金管理能力突出，其掌管的

银河行业股票、银河主题股票基金多次占据

全市场股票型基金年度收益前十，两次进入

前三，并荣获多项大奖。

投资建议：银河美丽优萃把握时代脉搏，

掘金于美丽主题， 将基金主要资产投资于美

丽主题相关的股票， 与投资者分析美丽中国

建设过程中的资本增值。 该基金作为股票型

基金，具有高风险和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建议

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投资者可重点关注该基

金。

宝盈祥瑞养老

追求稳健回报 固收经验丰富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宝盈祥瑞养老”）是宝盈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发行的第四只混合型基金，也是旗下

首只养老主题基金。 宝盈祥瑞养老基金在严

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追求稳定的投资回

报，为投资人提供稳健的养老理财工具。

契合时机， 满足多样化养老理财需求：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日益加重，现有

的子女赡养、退休金、社保金等养老方式已

不能充分满足投资者对养老理财多样化的

需求，养老基金则成为新的行之有效的养老

理财方式。 在此背景下，宝盈基金顺应潮流，

推出宝盈瑞祥养老混合基金，以满足投资者

多样化养老投资理财需求。

保守配置，追求稳定投资回报：宝盈祥

瑞养老混合是一只保守配置混合型基金，追

求稳健收益。 通过对经济周期所处的发展阶

段及趋势的分析和判断，以及不同资产类别

的预期表现， 对基金资产配置进行动态调

整。在操作过程中，该基金始终坚持以“稳定

投资回报” 为出发点，以银行一年定期存款

税后利息+1%作为业绩比较基准，主要投资

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股票资产投资限定

在40%以下，这种保守资产配置，较符合投

资者对养老理财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可

长期作为投资者养老理财的主渠道。

管理人综合实力强， 基金经理固收投资

能力强：宝盈基金设立于2001年5月,注册资

本1亿元， 股东为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分

别为75%、25%。 截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

旗下共管理基金产品9只 （A\B\C份额及分

级基金合并计算）,覆盖了封闭式、股票型、

混合型、货币型、债券型、指数型基金等6个类

型产品。 在最新一期天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综合评级中被评为AAAAA级公司。 基金经

理陈若劲，固收类基金投资管理经验丰富，且

过往业绩出色。 而另一基金经理于启明也具

有较为丰富的债券型基金投资管理经验，双

基金经理取长补短，强强联合，有利于基金资

产的优化配置。

投资建议：宝盈祥瑞养老混合为混合型

基金，资产配置较保守，追求长期稳健收益；

中等投资风险，稳健投资者或提前准备养老

金投资者可适当关注该基金。

银华永益分级债

两级合并运作 杠杆优势显著

银华永益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银华永益分级债）是银华旗下继银华永兴、银华

转债后发行的第3只纯债分级基金。银华永益分

级债基金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以债券等

固定收益类品种为主要投资对象， 力求获得基

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两级合并运作，稳健份额安全系数高，激

进份额杠杆优势显著： 该基金的基金份额划

分为永益A、永益B两级份额，所募集的基金

资产合并运作，永益A、永益B的份额配比原

则上不超过7∶3， 永益A自分级运作期起始

日每满6个月开放一次，永益B封闭运作。 A

类 稳 健 份 额 约 定 收 益 为 一 年 期 定 存 +

（0-2%），按当前计算，约定收益为5%，收

益率显著高于银行存款；B类激进份额在稳

健份额获取约定收益率的基础上分配剩余收

益或承担相应的损失， 具有一定的杠杆，波

动较大。基金份额初始杠杆不超过3.33倍，运

用杠杆获取债市反弹带来的收益。

基金经理能力较强： 邹维娜，2012年10月

加入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2014年1月22

日起兼任银华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 截至2014年5月15日， 任职年化收益率为

10.49%，在同期717只债券型基金中排名第291

位。

基金管理人综合实力较强： 银华基金设立

于2001年5月,注册资本2亿元。 截至2014年一

季度末, 共管理公募资产 （不含联接基金）为

650.85亿元，在84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13位。综

合实力较强，但管理分级基金能力更为突出，截

至2014年5月16日， 银华旗下共有10只分级基

金，数量位居同业首位，此外，截至2014年一季

度末，银华旗下分级基金资产规模185.21亿元，

位居同业首位。

投资建议：2014年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下

行，通胀水平整体可控，加之资金面处于较为宽

松的状态以及2013年下半年债券市场的深度

调整，2014年债券市场持续超出市场预期，债

券市场走出真正的“小春天” ，而股市则呈现宽

幅震荡下跌，因此，债券基金成为当前市场最赚

钱的基金。 债市和债基处于重要的阶段性底部

区域， 杠杆债基因而也在未来的债市反弹中更

具优势地位。

上投优信增利债

安全收益兼备 凸显配置价值

上投摩根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上投优信增利债”）是上投摩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弱复

苏的格局下，推出的一只偏债型基金产品。 该

基金重点投资于信用债和可转债， 力争实现

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债市回暖，配置价值凸显：宏观经济数据呈

现弱势格局，通胀维持低位，基本面对债市构成

支撑。货币市场方面，公开市场操作虽以持续正

回购为主，但力度较为温和，且在人民币持续贬

值和外汇占款趋势下行的情况下， 使得银行间

市场资金面始终维持在相对宽松的局面。 在债

市风险充分释放后，债市的投资价值凸显。

重点投资信用债和可转债：上投优信增利

债对债券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投资于信用债和可转债的比例合计不低

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信用债券以发行人

未来的现金流作为偿还本金、 支付利息的基

础，承担了更高的信用及流动性风险，因此信

用债通常具有较高的票面利率，目前信用债的

票息收益处于历史中高水平，较有吸引力。 该

基金重点投资信用债，有望分享较高的信用债

高票息收益。此外，该基金还重点投资可转债，

由于其兼具债券和股票特征，是一种上涨有力

下跌有度的投资品种，在牛市中仍不会失去获

取收益的机会，而熊市中抗风险能力较强。

20%的权益类仓位增添投资价值：基金在

充分全面的基本面研究和市场分析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新股申购和适时参与二级市场股票投

资， 在平衡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提升基金

产品的进攻性，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业绩回报。

考虑到近期稳增长政策陆续出台以及沪港通、

新“国九条”等改革措施相继推出等利好因素，

估值较低的蓝筹股投资价值愈加显现， 保留

20%的权益类仓位适当把握结构性机会， 有望

取得可观的超额收益， 使其在震荡市中进退自

如。

投资建议：在股票市场风险较大、债券市场

前景看好的情况下， 该基金能够兼顾安全性和

收益性，具有良好的风险收益特征，且管理人综

合实力强，基金经理投资管理经验丰富，适合风

险收益偏好中低、 投资相对稳健的投资者和具

有较强的资产配置需求的投资者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