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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基金基本情况

新发基金投资攻略

□

民生证券 闻群 陈啸林

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

封闭运作 定期开放

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是富国

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第

48

只基金（

A/B/C

级合并计

算）。 该基金在追求本金安全、保持资产流动性

以及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为持有人提供较

高的当期收益以及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封闭运作定期开放， 兼顾盈利性与流动性：

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以运作周期和自由开放期

相结合的方式运作，1年为一个运作周期，每个运

作周期以封闭期和受限开放期相交替的方式运

作。 在每个运作周期结束后进入自由开放期。 滚

动封闭，可以让基金经理在封闭期内抛开流动性

的压力，致力于提高基金业绩，不受资金的扰动；

而定期开放的运作方式，考虑到投资者对流动性

的要求，满足投资者现金流的需求，可谓结合了

封闭式基金与开放式基金二者之长，实现了收益

性和流动性的良好平衡，有望获取更大收益。

专注债券投资，获取稳定收益：富国目标齐

利一年期主投固定收益类产品， 不参与股票二

级市场交易， 避免了权益类市场对其业绩的扰

动，特征明显，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较好分

享债市收益的渠道。 从目前资金利率的变化来

看，资金利率的上限和下限都有下行趋势。从央

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调来看， 资金面维持较宽

松的水平是大概率事件。 在下半年经济弱势背

景下，宽松的流动性使得下半年债市还有空间，

各种利多因素还没有完全体现， 债券的收益率

水平距历史低位也有相当一段距离。

拟任基金经理债基管理经验丰富： 拟任基

金经理邹卉自2006年3月开始从事证券投资管

理工作。历任国泰人保投资部投资助理、东方基

金债券交易员；2008年加入富国基金任债券研

究员，现担任富国天时货币、富国新天锋、富国

纯债、富国信用债、富国强收益、富国恒利分级

基金经理。邹卉在资产配置上表现得游刃有余,

风险控制能力较强。其所管理的基金业绩稳定，

年化回报均处同类可比基金前列。

投资建议： 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为债券型

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其

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低于

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

较低的投资者。

博时裕隆

攻守兼备 灵活运作

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博时裕隆”）是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旗

下第

48

只基金（

A/B/C

级合并计算）。 基金通过对

多种投资策略的有机结合，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

前提下， 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取长期持续

稳定的投资回报，分红总金额已经达

99.45

亿元。

15年分红近百亿，“封转开” 再次发行：近

日博时基金发布公告称，裕隆封闭将转型为开

放式基金，而此次转型将再一次标志着又一只

王牌封闭式基金即将“封转开” 进行发售。 裕

隆基金于1999年6月15日成立， 截至2014年5

月30日，博时裕隆成立以来的累计净值增长率

已超过了400%。 而其累积分红的次数虽然只

有7次，但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已经达到了99.45

亿元，接近百亿元的分红总金额也让其名列现

存封闭式基金的总排名第2位。 博时裕隆在为

投资者创造丰厚回报的同时，其出色的历史业

绩级也同样证明了长期价值投资的意义。

攻守兼备，灵活运作：博时裕隆投资组合

中股票等权益类子产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30%-95%；同时，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

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现金或到期

日在一年期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

净值的5%； 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0-3%。 灵活的仓位赋予了管理人更宽阔的资

产配置空间， 即可以通过债券获取稳定收益，

同时也可以通过股票和权证获取超额收益。

拟任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业绩优秀：

拟任基金经理丛林，2005年1月至2007年4月

担任华西证券研究所研究员，2007年5月至

2010年6月担任安信证券资产管理部研究员，

2010年6月加入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研究部，历任研究员、基金经理。 2012年

11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裕隆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6月3日起担

任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

投资建议：该基金为混合型基金。 预期收

益和预期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

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中高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的投资品种，

适合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华商新锐产业

把握改革方向 锁定新锐产业

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华商新锐产业”）是华商基金管理

公司旗下第

20

只基金（

A/B/C

级合并计算）。该基

金主要投资于新锐产业中的优质上市公司，在

有效管理投资风险的前提下， 追求超过基准的

投资回报及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把握改革发展方向，锁定受益新锐产业：根

据其招募说明书所披露的信息显示， 华商新锐

产业将坚持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充分体现“新锐

产业投资” 这个核心概念。 深入分析中国经济

结构转型背景下社会意识、 经济基础、 科技进

步、 消费升级与产业政策等各个方面对新锐产

业发展的综合影响，精选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力

求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攻守兼备，定性定量相结合：华商新锐产业

投资股票的比例占基金资产的0-95%； 投资于

质地优秀的新锐产业方向的上市公司股票不低

于非现金资产的80%。 同时，在新锐产业的范围

内将通过定量筛选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来

考察和筛选具有综合性比较优势的品种。 定量

筛选指标主要包括盈利能力、成长性、现金流状

况、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估值等。定性方面则从

公司发展政策、布局和战略合理性、领导能力和

执行能力，以及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等因素，筛选

出行业增长空间广阔、发展布局合理、基本面健

康、 最具比较优势的个股作为本基金的核心投

资标的，进行重点投资。

拟任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拟任基金经

理梁永强，2004年7月至2005年12月担任华商

基金管理公司筹备组成员；2005年12月至2011

年6月，就职于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

部；2012年6月至今，就职于华商基金量化投资

部；先后担任过华商领先企业基金经理助理、华

商盛世成长基金经理； 现任华商动态阿尔法混

合型基金基金经理和华商主题精选基金基金经

理。现任华商基金公司副总经理、量化投资部总

经理、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投资建议：该基金为混合型基金。预期收益

和预期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债券型基

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

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的投资品种， 适合具

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景顺长城中证TMT150ETF

紧密跟踪指数 分享TMT行业收益

景顺长城中证

TMT1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景顺长城中证

TMT150ETF

”）是景顺长城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第

34

只基金（

A/B/C

级合并计算）。 该基金紧密跟踪

标的指数， 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力争使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2%

。

TMT中报预期高增长，行业具有较高景气

度： 已经披露2014年半年报业绩预告的大多数

TMT行业公司业绩报喜，使得TMT行业成为业

绩高增长的聚集地。 其中不乏业绩大幅增长公

司，如大富科技同比大增1321.08%，高新兴同比

增长410%，中兴通讯增长222.57%。此时借道景

顺长城中证TMT150ETF有效布局TMT行业，

将充分享受高景气行业上涨带来的收益。

完全复制法紧密跟踪标的指数： 景顺长城

中证TMT150ETF紧密跟踪中证TMT150指

数，该指数是从信息技术、电信业务以及消费电

子产品、媒体等行业与TMT产业相关的公司股

票中选取150只股票组成样本股。该基金采用完

全复制法， 以完全按照标的指数成份股组成及

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为原则， 进行被

动式指数化投资， 力争使基金与标的指数的跟

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管理人综合实力强， 拟任基金经理被动指

数基金管理经验丰富： 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设

立于2003年6月12日，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公

司管理公募资产规模为598亿元。拟任基金经理

江科宏具有多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验。2007

年至2010年担任景顺长城基金风险管理经理职

务，主要负责数量分析和金融工程工作，并对基

金管理过程中所承受的各类风险以及取得的绩

效进行合理的评估；2011年2月重新加入公司投

资研究部，历任研究员、景顺长城上证180等权

ETF及联接基金基金经理；现担任景顺长城300

等权ETF、景顺长城中证500ETF基金经理。

投资建议：该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其长期平

均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率高于混合型基金、债

券型基及货币市场基金，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

高且长期看好TMT行业的投资者。

责编：李菁菁 美编：苏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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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购费 赎回费率 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

博时裕隆

000652

混合型 博时 农业银行 丛林

-

M≤100

万

1.5%

，

100

万

≤M<500

万

1.0%

，

500

万

≤M<1000

万

0.6%

，

M≥1000

万

1000

元

/

笔

T<7

天

1.5%

，

7

天

≤T<30

天

0.75%

，

30

天

≤T<2

年

0.5%

，

2

年

≤T<3

年

0.25%

，

T≥2

年

0

1.50% 0.25%

中高

华商新锐产业

000654

混合型 华商 工商银行 梁永强

-

M≤100

万

1.5%

，

100

万

≤M<200

万

1.2%

，

200

万

≤M<500

万

0.8%

，

M≥500

万

1000

元

/

笔

T<7

天

1.5%

，

7

天

≤T<30

天

0.75%

，

30

天

≤T<1

年

0.5%

，

1

年

≤T<2

年

0.25%

，

T≥2

年

0

0.50% 0.25%

中高

富国目标

齐利一年

000469

债券型 富国 工商银行 邹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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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

M≥500

万

1000

元

/

笔

N<30

日

1.0%

，

N≥30

日

0

1

、

R≤

（

r+1.25%

）

0%

；

2

、（

r+1.25%

）

<R≤

（

r+2.25%

）

Min[0.4%,

（

R-r-1.25%

）

/

（

1+R

）

]

；

3

、（

r+2.25%

）

<R≤

（

r+4.25%

）

Min[0.7%,0.4%+

（

R-r-2.25%

）

/

（

1+R

）

]

；

4

、

R>

（

r+4.25%

）

Min[1.0%,0.7%+

（

R-r-4.25%

）

/

（

1+R

）

]

注：

R

为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r

为第

N-1

个开放期第一

日前的倒数第三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

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0.20%

低

景顺长城中证

TMT150ETF

512220

股票型

景顺

长城

中国银行 江科宏

M<50

万

0.08%

，

50

万

≤M<100

万

0.05%

，

M≥100

万

1000

元

/

笔

- - 0.50% 0.10%

高

表格

近日两市迎来三只新股上市，市场交投热情明显提升。基金

发行市场热度却有所下降，目前（截至6月27日）共有10只基金

在发或已公布发售公告（A/B/C级合并计算）。 其中，混合型基

金4只、股票型基金3只、债券型基金2只和货币市场基金1只。 本

文将4只新基金做客观比较，供投资者参考。

博时裕隆

攻守兼备 灵活运作

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博时裕

隆” ） 是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第48只基金 （A/B/C级合并计

算）。 基金通过对多种投资策略的有机结合，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取长期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分红

总金额已经达99.45亿元。

15年分红近百亿，“封转开” 再次发行：近日博时基金发布公告

称，裕隆封闭将转型为开放式基金，而此次转型将再一次标志着又

一只王牌封闭式基金即将“封转开” 进行发售。 裕隆基金于1999年

6月15日成立，截至2014年5月30日，博时裕隆成立以来的累计净值

增长率已超过了400%。 而其累积分红的次数虽然只有7次，但现金

分红的总金额已经达到了99.45亿元， 接近百亿元的分红总金额也

让其名列现存封闭式基金的总排名第2位。 博时裕隆在为投资者创

造丰厚回报的同时，其出色的历史业绩级也同样证明了长期价值投

资的意义。

攻守兼备，灵活运作：博时裕隆投资组合中股票等权益类子产

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30%-95%；同时，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

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期以内的

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0-3%。 灵活的仓位赋予了管理人更宽阔的资产配置空间，即可以

通过债券获取稳定收益， 同时也可以通过股票和权证获取超额收

益。

拟任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业绩优秀： 拟任基金经理丛林，

2005年1月至2007年4月担任华西证券研究所研究员，2007年5月

至2010年6月担任安信证券资产管理部研究员，2010年6月加入景

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研究部， 历任研究员、 基金经理。

2012年11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裕隆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2014年6月3日起担任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投资建议：该基金为混合型基金。 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高

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

金中中高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的投资品种，适合具有一定风险

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华商新锐产业

把握改革方向 锁定新锐产业

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商

新锐产业” ）是华商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第20只基金（A/B/C级合并

计算）。 该基金主要投资于新锐产业中的优质上市公司，在有效管

理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超过基准的投资回报及基金资产的长期

稳定增值。

把握改革发展方向，锁定受益新锐产业：根据其招募说明书所

披露的信息显示，华商新锐产业将坚持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充分体现

“新锐产业投资” 这个核心概念。 深入分析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背景

下社会意识、经济基础、科技进步、消费升级与产业政策等各个方面

对新锐产业发展的综合影响，精选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力求实现基

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攻守兼备，定性定量相结合：华商新锐产业投资股票的比例占

基金资产的0-95%； 投资于质地优秀的新锐产业方向的上市公司

股票不低于非现金资产的80%。 同时，在新锐产业的范围内将通过

定量筛选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来考察和筛选具有综合性比较

优势的品种。 定量筛选指标主要包括盈利能力、成长性、现金流状

况、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估值等。定性方面则从公司发展政策、布局

和战略合理性、领导能力和执行能力，以及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等因

素，筛选出行业增长空间广阔、发展布局合理、基本面健康、最具比

较优势的个股作为本基金的核心投资标的，进行重点投资。

拟任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拟任基金经理梁永强，2004年7

月至2005年12月担任华商基金管理公司筹备组成员；2005年12月

至2011年6月，就职于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2012年6

月至今，就职于华商基金量化投资部；先后担任过华商领先企业基

金经理助理、华商盛世成长基金经理；现任华商动态阿尔法混合型

基金基金经理和华商主题精选基金基金经理。现任华商基金公司副

总经理、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投资建议：该基金为混合型基金。 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高

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

金中高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的投资品种，适合具有一定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者。

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

封闭运作 定期开放

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富

国目标齐利一年期” ） 是富国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第48只基金

（A/B/C级合并计算）。该基金在追求本金安全、保持资产流动性以

及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持有人提供较高的当期收益以及长期

稳定的投资回报。

封闭运作定期开放，兼顾盈利性与流动性：富国目标齐利一年

期以运作周期和自由开放期相结合的方式运作，1年为一个运作周

期，每个运作周期以封闭期和受限开放期相交替的方式运作。 在每

个运作周期结束后进入自由开放期。 滚动封闭，可以让基金经理在

封闭期内抛开流动性的压力，致力于提高基金业绩，不受资金的扰

动；而定期开放的运作方式，考虑到投资者对流动性的要求，满足投

资者现金流的需求， 可谓结合了封闭式基金与开放式基金二者之

长，实现了收益性和流动性的良好平衡，有望获取更大收益。

专注债券投资，获取稳定收益：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主投固定

收益类产品，不参与股票二级市场交易，避免了权益类市场对其业

绩的扰动，特征明显，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较好分享债市收益

的渠道。 从目前资金利率的变化来看，资金利率的上限和下限都有

下行趋势。 从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调来看，资金面维持较宽松的

水平是大概率事件。 在下半年经济弱势背景下，宽松的流动性使得

下半年债市还有空间，各种利多因素还没有完全体现，债券的收益

率水平距历史低位也有相当一段距离。

拟任基金经理债基管理经验丰富： 拟任基金经理邹卉自2006

年3月开始从事证券投资管理工作。 历任国泰人保投资部投资助

理、 东方基金债券交易员；2008年加入富国基金任债券研究员，现

担任富国天时货币、富国新天锋、富国纯债、富国信用债、富国强收

益、富国恒利分级基金经理。邹卉在资产配置上表现得游刃有余,风

险控制能力较强。 其所管理的基金业绩稳定，年化回报均处同类可

比基金前列。

投资建议：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

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 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

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

者。

景顺长城中证TMT150ETF

紧密跟踪指数 分享TMT行业收益

景顺长城中证TMT1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景顺长城中证TMT150ETF” ）是景顺长城基金管理公司

旗下第34只基金 （A/B/C级合并计算）。 该基金紧密跟踪标的指

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力争使日均跟踪偏离度的

绝对值不超过0.2%。

TMT中报预期高增长，行业具有较高景气度：已经披露2014

年半年报业绩预告的大多数TMT行业公司业绩报喜，使得TMT行

业成为业绩高增长的聚集地。 其中不乏业绩大幅增长公司，如大富

科技同比大增1321.08%， 高新兴同比增长410%， 中兴通讯增长

222.57%。 此时借道景顺长城中证TMT150ETF有效布局TMT行

业，将充分享受高景气行业上涨带来的收益。

完全复制法紧密跟踪标的指数：景顺长城中证TMT150ETF紧

密跟踪中证TMT150指数，该指数是从信息技术、电信业务以及消

费电子产品、 媒体等行业与TMT产业相关的公司股票中选取150

只股票组成样本股。 该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法，以完全按照标的指数

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为原则， 进行被动式

指数化投资， 力争使基金与标的指数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

最小化。

管理人综合实力强， 拟任基金经理被动指数基金管理经验丰

富：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设立于2003年6月12日，截至2014年一季

度末，公司管理公募资产规模为598亿元。 拟任基金经理江科宏具

有多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验。2007年至2010年担任景顺长城基

金风险管理经理职务，主要负责数量分析和金融工程工作，并对基

金管理过程中所承受的各类风险以及取得的绩效进行合理的评

估；2011年2月重新加入公司投资研究部，历任研究员、景顺长城上

证180等权ETF及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现担任景顺长城300等权

ETF、景顺长城中证500ETF基金经理。

投资建议：该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预期风险和预期

收益率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及货币市场基金，适合风险承受

能力较高且长期看好TMT行业的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