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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称

市场

代码

基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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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华策略优选

160627

混合型 张戈

M＜100

万，

1.2%

100

万

≤M＜500

万，

0.7%

M≥500

万，

1000

元

/

笔

M＜100

万，

1.5%

100

万

≤M＜500

万，

1.0%

M≥500

万，

1000

元

/

笔

N<7

天，

1.5%

，

7

天

≤N＜30

天，

0.75%

30

天

≤N＜1

年，

0.5%

，

1

年

≤N＜2

年

,0.25%

N≥2

年，

0

- 1.5% 0.25%

高风险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

159127

混合型 褚艳辉

M＜100

万，

1.2%

100

万

≤M＜300

万，

0.8%

300

万

≤M＜500

万，

0.2%

M≥500

万，

1000

元

/

笔

M＜100

万，

1.5%

100

万

≤M＜300

万，

1.0%

300

万

≤M＜500

万，

0.3%

M≥500

万，

1000

元

/

笔

N<7

天，

1.5%

，

7

天

≤N＜30

天，

0.75%

30

天

≤N＜1

年，

0.5%

，

1

年

≤N＜2

年

,0.25%

N≥2

年，

0

-

1.5% 0.25%

高风险

鑫元鸿利债券

000694

债券型 张明凯

M＜100

万，

0.6%

100

万

≤M＜500

万，

0.4%

M≥500

万，

1000

元

/

笔

M＜100

万，

0.6%

100

万

≤M＜500

万，

0.3%

M≥500

万，

1000

元

/

笔

Y＜365

天

0.3%

Y≥365

天

0

- 0.6% 0.2%

低风险

大成景益平稳收益

000695

混合型 王磊

M＜50

万，

1.2%

50

万

≤M＜200

万，

1%

200

万

≤M＜500

万，

0.6%

500

万

≤M＜1000

万，

0.2%

M≥1000

万，

1000

元

/

笔

M＜50

万，

1.5%

50

万

≤M＜200

万，

1.2%

200

万

≤M＜500

万，

0.8%

500

万

≤M＜1000

万，

0.3%

M≥1000

万，

1000

元

/

笔

N<7

天，

1.5%

，

7

天

≤N＜30

天，

0.75%

30

天

≤N＜6

个月，

0.5%

，

6

月月

≤N＜1

年，

0.1%

1

年

≤N＜2

年

,0.05%

N≥2

年，

0

- 0.8% 0.25%

中等风险

表格

近期基金发行市场依旧低迷， 在发产品数量处于历史

低位。从今年以来新基金成立及发行情况来看，以绝对收益

为目标的产品数量逐渐增多。 目前（截至6月19日），共有

14只基金正在发行或已公布发行计划。 其中，6只混合型基

金、1只指数型基金、2只债券型基金和5只货币市场基金。

本文选出其中4只具有代表性或特色的新基金进行客观比

较，供投资者参考。

鑫元鸿利债券

专注债市投资 纯债化收益稳健

鑫元鸿利债券型基金 （简称 “鑫元鸿利基

金”）是鑫元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第三只债券型

基金。 鑫元鸿利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市

场，不参与股票及权证的买卖，通过积极主动的

投资管理，为投资者创造稳定的投资收益。

纯债化投资，收益稳健：鑫元鸿利债券基金

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票、企业债、公司债

等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基

金不参与买入股票和权证。 由于专注于挖掘债

券市场投资机会， 不参与股票一、 二级市场投

资，完全债券型基金收益不受股市影响，而是完

全来源于债券市场，业绩表现也相对稳健。

专注债市投资，管理者经验丰富：鑫元基

金致力于做好固定收益资产管理细分市场，在

严格风控和绝对回报的前提下通过主动管理，

综合运用宏观经济面研判、 中观行业链观察、

微观个券信用价值挖掘的方法积极捕捉市场

机会， 力争实现超越业绩基准的绝对正收益。

鑫元基金投研团队的成员具备丰富的证券市

场投资管理经验，拟任管理人张明凯擅长信用

债的行情与风险研判，在宏观经济研究、固定

收益类产品投资交易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

独到的市场见解。

债市投资环境相对平稳： 从市场投资环境

来看， 中国经济将中长期处于增速下降和结构

调整的过程中，在经济长期底部尚未到来之前，

债市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不大。政策层面上来看，

近期的政策调控目标也较为明确， 为债券市场

宽松的市场环境提供正面影响。近期央行自6月

16日起，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 和小微

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 （不含4月

25日已下调过存准率的机构） 下调准备金率

0.5%。 这一政策有助于稳定6月的货币市场利

率，使得市场形成稳定的预期。

投资建议： 鑫元鸿利债券基金专注于挖掘

债券市场投资机会。从历史业绩来看，完全债券

型基金体现了更好的业绩稳定性。短期来看，目

前市场资金面有望继续保持宽松， 债券基金整

体投资环境相对平稳。 鑫元基金专注于做好固

定收益资产管理， 团队成员具备丰富的证券市

场投资管理经验。拟任管理人在宏观经济研究、

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交易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和独到的市场见解。

鹏华策略优选

灵活配置 把握市场趋势

鹏华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简称

“鹏华策略优选基金”） 由基金普丰转型而来。

基金资产配置范围宽泛，通过灵活优选多种投

资策略，挖掘优质的上市公司，在有效控制风

险前提下，力求超额收益与长期资本增值。

封基转型而来，历史收益稳健：鹏华策略

优选基金由封闭式基金普丰转型而来。基金普

丰成立15年期间，综合运用指数化投资和优化

组合投资方法，较好的实现了基金资产的稳定

增值。 截至2014年5月停牌，基金分红13次，累

计分红额超过62亿元，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

回报。鹏华基金公司是成立较早的老十家基金

公司之一，截至2014年一季度，公司公募基金

管理规模超过600亿元，位居同业前列。

灵活配置攻守兼备， 有效把握市场趋势：

作为一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鹏华策略优

选基金的股票仓位为0-95%， 较宽的操作空

间使得基金经理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可以更好

的考虑宏观、市场、估值等因素，灵活调整资产

配置比例，发挥主动管理的优势，从而实现牛

市中进可攻、熊市中退可守的效果。 此外，IPO

重启后新股赚钱效应显著，混合型基金尤其是

灵活配置型基金，理论上可将更高的股票仓位

用来打新股，进而有望在新股助力下获取丰厚

的投资收益。

策略制胜，精选优质成长股：按照契约规

定，鹏华策略优选基金在股票投资上将以策略

选股为主，根据基本面、行业景气度及市场分

割变化等因素，灵活应用买入持有、主题投资、

行业轮动、逆向投资等多重策略，提前布局把

握拐点性的投资机会。 个股选择方面，基金将

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综合选股模式，精

选优质成长股，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从目前A

股市场整体环境来看，结构性行情的方向仍是

成长股，成长风格依旧占据主导。

投资建议：鹏华策略优选基金资产配置灵

活，攻守兼备。 在股票投资上灵活运用多种投

资策略，精选优质成长股，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从目前A股市场整体环境来看，虽然A股系统

性风险较低，但市场是否能够出现持续性的反

弹,还需要量能的配合。 结构性行情的方向仍

是成长股，成长风格依旧占据主导，鹏华策略

优选基金的选股优势，适合当前投资环境。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

采用主题策略 布局盛世投资机会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简称“浦银安盛盛世精选基金”）是浦银安盛基

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又一只主题投资型基金。 基

金股票投资仓位可以在

0-95%

中灵活调整，重点

投资受益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相关行业股票。

打新利器，资产配置范围宽泛：浦银安盛盛

世精选基金作为一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股

票仓位为0%-95%。 市场整体低迷的环境下混

合型基金可以充分发挥资产配置优势， 增加对

低风险类固定收益品种的配置比例。另外，由于

证监会规范债券型基金不能参与新股网下申

购， 所以混合型基金从投资策略以及政策角度

而言，均具备较明显的优势。

主题投资，布局盛世机会：基金在股票投

资方面主要采用主题投资策略，通过重点投资

受益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相关行业股票，并保

持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以及经济结构

调整对相关行业及上市公司影响的密切跟踪

和研究分析，对属于精选投资主题范畴的上市

公司，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估

值水平进行甄别，对债券的投资也将多种投资

策略相结合。

基金经理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该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褚艳辉，具有多年证券从业经历，擅

长进行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行业研究，具有丰富

的实战经验。一季度，浦银安盛旗下基金产品普

遍表现出较好的收益能力， 其中浦银安盛红利

精选股票、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分别取得

4.37%、4.25%的季度收益率，排名同期369只同

类型基金的前10%。此外，混合型基金中的浦银

消费升级、浦银战略产业、浦银安盛精致生活混

合等基金也都收益排名靠前， 表现出不俗的获

利能力。整体来看，浦银安盛基金公司在权益类

产品的投资上具备优秀的管理能力。

投资建议： 基金在股票投资方面主要采用

主题投资策略， 对属于精选投资主题范畴的上

市公司，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估

值水平进行甄别。 对债券的投资也将采用多种

投资策略相结合的方法。 相对宽泛的资产配置

比例，加之基金公司一定的打新实力，为该产品

成立后的运作奠定一定基础。 同时拟任基金经

理擅长进行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行业研究，具有

丰富的实战经验。

大成景益平稳收益

精选个券 追求绝对收益

大成景益平稳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大成景益平稳收益”）是大成基金公司旗

下第五只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

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 通过灵活的资产

配置，力求实现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健增值。

绝对收益为目标，风险收益定位明确：大成

景益平稳收益基金以合同成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三年定存税后利率+2%设定为业绩比较基

准，风险收益定位明确。 随着基金产品的日渐丰

富，目前市场上以绝对收益为目标的产品数量逐

渐增多，这些基金在实际投资中也呈现出较低风

险收益的特征，尤其是近年成立的新基金，无论从

投资范围、投资目标还是业绩基准，都更加清晰的

刻画了其绝对收益定位，同时从投资效果来看，绝

大多数基金都较好实现了绝对收益目标。

灵活配置资产，精选个券：大成景益平稳收

益基金投资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

例不超过30%。该基金通过动态调整资产配置比

例以控制基金资产整体风险。在个券投资方面采

用“自下而上”精选策略，通过严谨个股选择、信

用分析以及对券种收益水平、 流动性的客观判

断，综合运用多种投资策略，精选个券构建投资

组合。个股选择上重视投资价值与成长潜力的平

衡。 同时基金还将参与新股申购，在下半年IPO

重启的背景下有望增厚基金绝对收益。

债市向好，旗下大成债券表现良好：从目前

市场环境来看，尽管接近半年末，但受央行连续

净投放操作影响，市场资金面仍然略显宽松，短

期品种利率波动性不大。 从政策层面上来看，近

期的政策调控目标也较为明确， 为债券市场宽

松的市场环境提供正面影响。 大成基金旗下共

管理9只债券类基金产品。 今年以来，大成旗下

债券类基金产品业绩表现良好。 其中，大成债券

A/B今年以来总回报率超过6.00%。

投资建议： 大成景益平稳收益基金以绝对

收益为目标， 该基金通过动态调整资产配置比

例以控制基金资产整体风险。“自下而上” 精选

个券， 个股选择上重视投资价值与成长潜力的

平衡。 同时基金还将参与新股申购， 在下半年

IPO重启的背景下有望增厚基金绝对收益。

责编：李菁菁 美编：苏 振

鹏华策略优选

灵活配置 把握市场趋势

鹏华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简称“鹏华策略优选基金” ）由基金普丰

转型而来。 基金资产配置范围宽泛，通过灵

活优选多种投资策略， 挖掘优质的上市公

司，在有效控制风险前提下，力求超额收益

与长期资本增值。

封基转型而来，历史收益稳健：鹏华策

略优选基金由封闭式基金普丰转型而来。

基金普丰成立15年期间， 综合运用指数化

投资和优化组合投资方法， 较好的实现了

基金资产的稳定增值。 截至2014年5月停

牌， 基金分红13次， 累计分红额超过62亿

元，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鹏华基金

公司是成立较早的老十家基金公司之一，

截至2014年一季度， 公司公募基金管理规

模超过600亿元，位居同业前列。

灵活配置攻守兼备， 有效把握市场趋

势：作为一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鹏华

策略优选基金的股票仓位为0-95%， 较宽

的操作空间使得基金经理在不同市场环境

下，可以更好的考虑宏观、市场、估值等因

素，灵活调整资产配置比例，发挥主动管理

的优势，从而实现牛市中进可攻、熊市中退

可守的效果。 此外，IPO重启后新股赚钱效

应显著， 混合型基金尤其是灵活配置型基

金， 理论上可将更高的股票仓位用来打新

股， 进而有望在新股助力下获取丰厚的投

资收益。

策略制胜，精选优质成长股：按照契约

规定， 鹏华策略优选基金在股票投资上将

以策略选股为主，根据基本面、行业景气度

及市场分割变化等因素， 灵活应用买入持

有、主题投资、行业轮动、逆向投资等多重

策略，提前布局把握拐点性的投资机会。 个

股选择方面， 基金将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的综合选股模式，精选优质成战股，严

格控制投资风险。从目前A股市场整体环境

来看，结构性行情的方向仍是成长股，成长

风格依旧占据主导。

投资建议： 鹏华策略优选基金资产配

置灵活，攻守兼备。 在股票投资上灵活运用

多种投资策略，精选优质成战股，严格控制

投资风险。 从目前A股市场整体环境来看，

虽然A股系统性风险较低，但市场是否能够

出现持续性的反弹,还需要量能的配合。 结

构性行情的方向仍是成长股， 成长风格依

旧占据主导， 鹏华策略优选基金的选股优

势，适合当前投资环境。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

采用主题策略 布局盛世投资机会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

金（简称“浦银安盛盛世精选基金” ）是浦

银安盛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又一只主题投

资型基金。 基金股票投资仓位可以在

0-95%中灵活调整，重点投资受益于中国

经济结构转型相关行业股票。

打新利器，资产配置范围宽泛：浦银安

盛盛世精选基金作为一只灵活-配置混合

型基金，股票仓位为0%-95%。市场整体低

迷的环境下混合型基金可以充分发挥资产

配置优势， 增加对低风险类固定收益品种

的配置比例。另外，由于证监会规范债券型

基金不能参与新股网下申购， 所以混合型

基金从投资策略以及政策角度而言， 均具

备较明显的优势。

主题投资，布局盛世机会：基金在股票

投资方面主要采用主题投资策略， 通过重

点投资受益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相关行业

股票， 并保持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

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对相关行业及上市公司

影响的密切跟踪和研究分析， 对属于精选

投资主题范畴的上市公司， 采用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估值水平进行甄别，

对债券的投资也将多种投资策略相结合。

基金经理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该基

金拟任基金经理褚艳辉， 具有多年证券从

业经历，擅长进行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行业

研究，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一季度，浦银

安盛旗下基金产品普遍表现出较好的收益

能力，其中浦银安盛红利精选股票、浦银安

盛价值成长股票分别取得4.37%、4.25%的

季度收益率，排名同期369只同类型基金的

前10%。此外，混合型基金中的浦银消费升

级、浦银战略产业、浦银安盛精致生活混合

等基金也都收益排名靠前， 表现出不俗的

获利能力。整体来看，浦银安盛基金公司在

权益类产品的投资上具备优秀的管理能

力。

投资建议： 基金在股票投资方面主要

采用主题投资策略， 对属于精选投资主题

范畴的上市公司，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方法，结合估值水平进行甄别。对债券的

投资也将采用多种投资策略相结合的方

法。相对宽泛的资产配置比例，加之基金公

司一定的打新实力， 为该产品成立后的运

作奠定一定基础。 同时拟任基金经理擅长

进行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行业研究，具有丰

富的实战经验。

鑫元鸿利债券

专注债市投资 纯债化收益稳健

鑫元鸿利债券型基金（简称“鑫元鸿利基

金” ） 是鑫元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第三只债券

型基金。 鑫元鸿利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

市场，不参与股票及权证的买卖，通过积极主动

的投资管理，为投资者创造稳定的投资收益。

纯债化投资，收益稳健：鑫元鸿利债券基金

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票、企业债、公司

债等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基金不参与买入股票和权证。 由于专注于挖掘

债券市场投资机会，不参与股票一、二级市场投

资，完全债券型基金收益不受股市影响，而是完

全来源于债券市场，业绩表现也相对稳健。

专注债市投资，管理者经验丰富：鑫元基金

致力于做好固定收益资产管理细分市场， 在严

格风控和绝对回报的前提下通过主动管理，综

合运用宏观经济面研判、中观行业链观察、微观

个券信用价值挖掘的方法积极捕捉市场机会，

力争实现超越业绩基准的绝对正收益。 鑫元基

金投研团队的成员具备丰富的证券市场投资管

理经验， 拟任管理人张明凯擅长信用债的行情

与风险研判，在宏观经济研究、固定收益类产品

投资交易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市场见

解。

债市投资环境相对平稳： 从市场投资环境

来看， 中国经济将中长期处于增速下降和结构

调整的过程中，在经济长期底部尚未到来之前，

债市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不大。 政策层面上来

看，近期的政策调控目标也较为明确，为债券市

场宽松的市场环境提供正面影响。 近期央行自

6月16日起，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 和

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不含

4月25日已下调过存准率的机构） 下调准备金

率0.5%。 这一政策有助于稳定6月的货币市场

利率，使得市场形成稳定的预期。

投资建议： 鑫元鸿利债券基金专注于挖掘

债券市场投资机会。 从历史业绩来看， 完全债

券型基金体现了更好的业绩稳定性。 短期来

看，目前市场资金面有望继续保持宽松，债券基

金整体投资环境相对平稳。 鑫元基金专注于做

好固定收益资产管理， 团队成员具备丰富的证

券市场投资管理经验。 拟任管理人在宏观经济

研究、 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交易方面具有丰富

的经验和独到的市场见解。

大成景益平稳收益

精选个券 追求绝对收益

大成景益平稳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大成景益平稳收益” ）是大成基金公

司旗下第五只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在严格控

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 通过灵

活的资产配置， 力求实现基金资产的持续稳

健增值。

绝对收益为目标，风险收益定位明确：大

成景益平稳收益基金以合同成立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三年定存税后利率+2%设定为业

绩比较基准，风险收益定位明确。 随着基金产

品的日渐丰富， 目前市场上以绝对收益为目

标的产品数量逐渐增多， 这些基金在实际投

资中也呈现出较低风险收益的特征， 尤其是

近年成立的新基金，无论从投资范围、投资目

标还是业绩基准， 都更加清晰的刻画了其绝

对收益定位，同时从投资效果来看，绝大多数

基金都较好实现了绝对收益目标。

灵活配置资产，精选个券：大成景益平稳

收益基金投资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

的比例不超过30%， 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占

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70%。 该基金通过动

态调整资产配置比例以控制基金资产整体风

险。 在个券投资方面采用“自下而上” 精选策

略，通过严谨个股选择、信用分析以及对券种

收益水平、流动性的客观判断，综合运用多种

投资策略，精选个券构建投资组合。 个股选择

上重视投资价值与成长潜力的平衡。 同时基

金还将参与新股申购，在下半年IPO重启的背

景下有望增厚基金绝对收益。

债市向好，旗下大成债券表现良好：从目

前市场环境来看，尽管接近半年末，但受央行

连续净投放操作影响， 市场资金面仍然略显

宽松，短期品种利率波动性不大。 政策层面上

来看，近期的政策调控目标也较为明确，为债

券市场宽松的市场环境提供正面影响。 大成

基金旗下共管理9只债券类基金产品。今年以

来，大成旗下债券类基金产品业绩表现良好。

其中， 大成债券A/B今年以来总回报率超过

6.00%。

投资建议： 大成景益平稳收益基金以绝

对收益为目标， 该基金通过动态调整资产配

置比例以控制基金资产整体风险。 “自下而

上” 精选个券，个股选择上重视投资价值与成

长潜力的平衡。 同时基金还将参与新股申购，

在下半年IPO重启的背景下有望增厚基金绝

对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