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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嘉实精选股票基金通过持续、系统、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自下而上” 的精选

策略，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挖掘企业内在价值，寻找具备长期增

长潜力的上市公司，以获取基金资产长期稳定增值。 凭借良好的过往业绩、突出的风

险调整后收益能力被评为2013年度“五年期股票型金牛基金”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嘉实精选股票” ）是嘉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旗下第二只开放式积极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2008年5月，截至2014年一

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62.39亿元。

历史业绩：各期业绩稳定居前。 截至2014年7月17日，该基金设立以来净值增长

138.15%，大幅超越上证指数177.05个百分点，位列同期116只开放式积极股票型基

金第1位；最近五年，该基金净值涨幅49.99%，超越同期上证指数85.42百分点；最近三

年，该基金全年净值涨幅29.02%，超越同期上证指数56.13百分点；最近一年，该基金

全年净值涨幅14.59%，超越同期上证指数15.08百分点。

投资风格：把握市场脉络，精选优质个股。 对市场脉络的准确把握和优秀的选股

能力是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基金业绩突出的关键。 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大幅下

跌，该基金仓位市值比较低，较好地规避了市场风险；2009年随着市场回暖反弹，嘉

实研究精选股票基金及时加仓，第四季度末仓位较第一季度末提升22.38个百分点至

92.96%，分享了市场上涨收益；2010年市场震荡调整，该基金及时调整仓位，全年平

均仓位为80.84%；2011年熊市环境，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基金仓位季度变化呈现平稳

趋势，截至年末股票仓位为86.90%，仓位的调整整体顺应市场的变化；2012年和2013

年震荡市，仓位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从而有效把握市场脉络，分享相关受益。 此外，

嘉实精选股票基金选股能力出色， 其今年以来持有的前十大重仓股平均上涨

12.11%，其中新宙邦年内（截至2014年7月17日）强劲上涨92%，而网宿科技、华东医

药等个股也均有出色的表现。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嘉实精选股票基金属于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 具有高风

险、高收益的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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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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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基金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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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卓越品牌整体风格较为平衡， 自成

立以来已取得20.65%的收益，高于同类平均

水平。 各阶段业绩良好且稳定， 均处同业前

20%。 该基金采用品牌分析与价值分析相结

合的主动式投资策略，锁定品牌投资，获取稳

健投资收益。

各阶段业绩良好且稳定： 博时卓越品牌

各阶段业绩表现稳定居前， 最近一年业绩增

长22.87%； 最近两年、 最近三年分别取得了

30.64%和21.44%的高收益。 今年以来，在同

类可比股票型基金业绩平均下跌1.76%的背

景下， 博时卓越品牌依然实现正收益

（5.83%），收益排名仍保持同业前15%，体现

了该基金较优的业绩稳定性。

锁定品牌投资，获取稳健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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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部总经理亲自管理， 有力保障基金

业绩： 基金经理聂挺进2006年9月加入博时

基金， 现任研究部总经理兼股票投资部

GARP组投资总监、 博时卓越品牌和博时价

值增长基金经理。 执掌博时卓越品牌以来取

得20.65%的任职回报，年化5.97%，在同类可

比247只股基中位列第16位。

华商动态阿尔法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华商动态阿尔法”）属于混

合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

2009

年

11

月

24

日，通

过量化模型筛选出具有高

Alpha

的股票，利用

主动投资管理与数量化组合管理的有效结

合，以实现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

华商动态阿尔法将主动投资与数量化组

合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 切实贯彻自上而下

的资产配置和自下而上的公司选择相结合的

策略。 自成立以来，各阶段业绩稳定居前。 基

金经理梁永强研究员出身，投研经验丰富，管

理业绩优异。

各阶段业绩稳居同业前列： 华商动态阿

尔法自成立以来， 已取得38.00%的总收益

（截至2014年7月16日，下同），高于同类平

均水平。 该基金各阶段业绩较为稳定且居同

业前列，最近一年收益率为21.37%，在同类可

比153只股基中高居第2位；最近3年业绩增长

26.14%， 同类可比130只股基中位列第5位；

今年以来共取得6.32%的收益， 在同类可比

157只股基中位列第17位。

定量定性相结合，精选优质个股：华商动

态阿尔法基于管理人开发的 “动态Alpha多

因素选股模型” ，采用精选高Alpha的公司实

现超额收益的选股策略构建股票备选库。 同

时， 研究员通过自下而上对公司的研究精选

个股，作为对数量化模型选股的有益补充，加

入到股票备选库中。组合构建完成后，定期或

不定期优化组合， 以确保整个股票组合的

Alpha值处于最优的区域内。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回报显著领先

同业：基金经理梁永强投资风格鲜明，在大

类资产配置上保持适中仓位， 不作过多调

整。2004年7月进入华商基金，现担任华商动

态阿尔法、华商主题精选基金经理，任职回

报显著领先同业。 管理华商动态阿尔法、华

商主题精选以来分别取得了 38.00%和

87.15%的任职回报，年化回报分别为7.18%

和34.23%。

基金名称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2014

年二季度末规模

（亿元）

单位净值（

2014.7.16

）

最近三个月业绩

（

2014.7.16

）

%

最近一年业绩

（

2014.7.16

）

%

最近三年业绩

（

2014.7.16

）

%

主要销售机构

630005

华商动态阿尔法 混合型基金

2009-11-24

梁永强 华商

23.1547 1.3800 5.26 21.37 26.14

建设银行

,

工商银行

,

农业银行

,

交通银行

,

招商银行

160512

博时卓越品牌 股票型基金

2011-04-22

聂挺进 博时

2.2744 1.2270 1.15 22.87 21.44

工商银行

,

建设银行

,

交通银行

,

招商银行

,

招商证券

090015

大成内需增长 股票型基金

2011-06-14

李本刚 大成

3.9335 1.2060 0.25 9.94 16.07

中国银行

,

农业银行

,

建设银行

,

交通银行

,

招商银行

530019

建信社会责任 股票型基金

2012-08-14

许杰 建信

0.5351 1.2720 1.52 16.70 -

农业银行

,

建设银行

,

招商银行

,

交通银行

,

民生银行

A股市场震荡 基金投资稳健为上

民生证券 闻群

最新公布的CPI及PPI数据表明当前物价上涨压力不大， 宏观经济正在进一步好

转。 建议投资者稳健操作， 提防创业板中小板高估值风险对成长风格基金业绩的冲

击。 从个基的选取角度来看，还应结合基金公司整体实力、历史投资管理能力进行综

合考量。 建议投资者选取投研实力较强的基金公司， 关注基金经理的研究和选股能

力，选取各期业绩表现稳健的基金作为投资标的。本文推荐的四只基金都较为契合当

前市场特征，供投资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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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精选股票基金通过持

续、系统、深入的基本面研究，

坚持“自下而上”的精选策略，

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挖掘企业内在价值，

寻找具备长期增长潜力的上市

公司， 以获取基金资产长期稳

定增值。 凭借良好的过往业绩、

突出的风险调整后收益能力被

评为

2013

年度 “五年期股票型

金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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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布的

CPI

及

PPI

数据表明当前物价上涨压力不大，宏观经济正在进一步好转。 建议投资者

稳健操作，提防创业板中小板高估值风险对成长风格基金业绩的冲击。从基金的选取角度来看，还应

结合基金公司整体实力、历史投资管理能力进行综合考量。 建议投资者选取投研实力较强的基金公

司，关注基金经理的研究和选股能力，选取各期业绩表现稳健的基金作为投资标的。本文推荐的四只

基金都较为契合当前市场特征，供投资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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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投资要点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产品特征◆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产品特征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嘉实精选股票” ）是嘉

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第二只开

放式积极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

2008年5月， 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

该基金资产规模为62.39亿元。

历史业绩： 各期业绩稳定居前。

截至2014年7月17日，该基金设立以

来净值增长138.15%，大幅超越上证

指数177.05个百分点，位列同期116

只开放式积极股票型基金第1位；最

近五年，该基金净值涨幅49.99%，超

越同期上证指数85.42个百分点；最

近三年 ， 该基金全年净值涨幅

29.02%， 超越同期上证指数56.13个

百分点；最近一年，该基金全年净值

涨幅14.59%， 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15.08个百分点。

投资风格：把握市场脉络，精选

优质个股。对市场脉络的准确把握和

优秀的选股能力是嘉实研究精选股

票基金业绩突出的关键。2008年受金

融危机影响市场大幅下跌，该基金仓

位市值比较低，较好地规避了市场风

险；2009年随着市场回暖反弹， 嘉实

研究精选股票基金及时加仓，第四季

度末仓位较第一季度末提升22.38个

百分点至92.96%， 分享了市场上涨

收益；2010年市场震荡调整，该基金

及时调整仓位， 全年平均仓位为

80.84%；2011年熊市环境，嘉实研究

精选股票基金仓位季度变化呈现平

稳趋势 ， 截至年末股票仓位为

86.90%， 仓位的调整整体顺应市场

的变化；2012年和2013年震荡市，仓

位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从而有效把

握市场脉络，分享相关收益。此外，嘉

实精选股票基金选股能力出色，其今

年以来持有的前十大重仓股平均上

涨12.11%， 其中新宙邦年内 （截至

2014年7月17日） 强劲上涨92%，而

网宿科技、华东医药等个股也均有出

色的表现。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嘉实精选

股票基金属于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

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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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大成内需成长

大成内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大成内需成长”）属于股票型基金，基

金设立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大成内需成长基金

主要投资于受益于内需增长的行业中的优质

上市公司， 力争充分分享中国经济增长以及

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投资收益。

按照契约， 大成内需成长基金在股票资

产配置中的比例最低为60%，最高为95%。 其

中， 投资受益内需增长的行业优质企业的股

票比例不低于股票资产的80%。 大成内需成

长认为内需增长正在成为推动经济模式转变

的重要推动力。

业绩长期保持优秀：自2011年6月14日

成立以来， 基金已取得20.60%的总收益，

远高于同类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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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2.64%、

9.94%、33.11%和16.07%， 业绩表现十分

稳定。

把握经济转型机遇：按照契约规定，大成

内需成长采用较为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以

宏观经济和政策研究为基础， 分析以内需增

长为重要推动力的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的政

策导向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特点， 研究国内消

费需求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投资需求的增长

规律，结合经济周期与产业变迁路径的分析，

实施行业配置； 以相关的投资主题和内需增

长受益行业为线索，通过公司基本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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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基金经理由李

本刚担任，2001年7月至2002年8月就职于西

南证券投资部。 2002年9月至2005年9月就职

于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任研发中心研

究员。 2005年11月至2010年7月就职于建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历任研究员、高级

研究员。 2010年8月加入大成基金，2012年9

月4日、2014年4月起分别担任大成内需增长

和大成消费主题基金经理。

建信社会责任

建信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建信社会责任”）属于股票型基金，基

金设立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建信社会责任基金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追求基金资产的

稳健增值， 力争在中长期为投资者创造高于

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按照契约， 建信社会责任投资在股票资

产配置中的比例最低为60%，最高为95%。 建

信社会责任基金认为社会责任的兴起不仅将

推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也将为投资者带来持续

稳健的投资回报。

业绩长期保持优秀： 自2012年8月14日成

立以来，基金已取得27.20%的总收益，无论是

年化回报还是总回报均远高于同类平均水平。

从各区间的业绩表现来看，其今年以来、六个

月、 一年和两年的净值增长率分别为5.30%、

3.92%、16.70%和27.20%， 在同类型基金当中

一直保持在前20%，业绩表现十分稳定。

专注社会责任投资： 在上证社会责任指

数于2009年8月5日发布之后， 建信基金便获

得该指数的使用授权， 成为我国首家获得上

证社会责任指数使用权的基金公司。 随着经

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被提上决策日程， 经济结

构转型的需求尤为迫切， 寻找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各行各业都继

续的解决的重要问题， 而社会责任投资的推

进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

的意义，选择那些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支持

他们的发展， 将有效推动这些企业承担更多

社会责任。

基金经理管理经验丰富： 基金经理由许

杰担任， 曾任美国迪士尼公司金融分析员，

2002年3月加入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研究员、 研究部副总经理、 基金经理等

职，2006年至2011年， 许杰分别担任泰达宏

利风险预算、 泰达宏利首选企业和泰达宏利

集利债券基金经理。 2011年10月加入建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