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选灵活成长风格基金

海通证券 单开佳

成长是市场永恒的主题，成长风格的基金在近年来也取得了不错的业绩。成长型

基金根据管理人对估值的容忍程度可以分为：稳健成长型基金。此类基金偏爱有业绩

支撑，估值不太高的成长股，股票主要来自于食品等泛消费行业以及一些小行业的龙

头，今年以来整体表现偏弱；激进成长型基金。对估值的容忍较高，能够接受短期无业

绩，长期有空间的个股，关注未来成长空间多于目前的业绩增速，配置的行业以新兴

产业为主，今年以来表现强于稳健成长型基金；灵活成长型基金。 这类基金风格相对

没有那么固化，能够在稳健成长股和激进成长股中灵活切换。我们此次推荐的四只基

金的基金经理长、中、短期业绩均较好，对不同成长风格的市场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自身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适宜在目前市场持有。

汇添富医药保健：仓位调整灵活 行业前景广阔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胡俊英 余永键

推荐理由：汇添富医药保健基金采用自下而上的投资方法，精选医药保健行业的

优质上市公司，在科学严格管理风险的前提下，谋求基金资产的中长期稳健增值。 凭

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色的仓位控制及选股能力，汇添富医药保健基金在2013年度被

评为“三年期股票型金牛基金” 。

汇添富医药保健基金是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第6只积极投资股票

型基金，也是一只医药保健主题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10年9月，截至2014年二季

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43.79亿元，份额为36.01亿份。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平稳，近三年业绩出色。 截至2014年10月16号，该基金成立

以来净值上涨46.66%， 超越同期上证指数25.79个百分点；2012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14.43%；2013年该基金净值上涨41.63%， 位列同期548只积极投资偏股型基金第25

位；该基金近期业绩表现依然优异，最近一月净值上涨7.25%，位列同期740只积极投

资偏股型基金第23位。

投资风格：仓位调整灵活，行业前景广阔。 汇添富医药保健自设立以来股票仓位

变化灵活，建仓期之后，2010年年底仓位已经达到87.05%，较为激进；2011年至2012

年上半年的熊市中则明显降低了仓位，整体都在75%左右；2012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加

仓，充分分享了2012年下半年的反弹行情，在2013年的震荡行情中也有不俗表现；今

年一季度市场回调中，仓位大幅下调，二季度末市场回暖时又回补了仓位，整体仓位

控制充分契合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中国医疗

卫生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医改红利将长期持续释放，人们在医药保健方面的投入将

不断增加，医药保健行业将长期受益，行业发展前景广阔。基于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

汇添富医药保健基金发掘相应上市公司中所蕴含的投资机会， 通过主动的投资组合

管理以努力获取中长期超额收益。 近期医疗行业的并购重组浪潮、“互联网医疗” 热

点、 国内登革热疫情的持续及国外埃博拉病毒疫情的蔓延等依然为医药保健类股票

的持续走牛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的积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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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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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是市场永恒的主题，成长风格的基金在近年来也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成长型基金根据管理人对估值的

容忍程度可以分为：稳健成长型基金。 此类基金偏爱有业绩支撑，估值不太高的成长股，股票主要来自于食品等

泛消费行业以及一些小行业的龙头，今年以来整体表现偏弱；激进成长型基金。 对估值的容忍较高，能够接受短

期无业绩，长期有空间的个股，关注未来成长空间多于目前的业绩增速，配置的行业以新兴产业为主，今年以来

表现强于稳健成长型基金；灵活成长型基金。 这类基金风格相对没有那么固化，能够在稳健成长股和激进成长股

中灵活切换。 我们此次推荐的四只基金的基金经理长、中、短期业绩均较好，对不同成长风格的市场具有一定的

适应能力，自身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适宜在目前市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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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医药保健：仓位调整灵活 行业前景广阔

泰信蓝筹精选

泰信蓝筹精选为泰信基金公司旗下的一

只主动管理股票型基金。基金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最新资产净值为

6.73

亿元。 基金属于

高风险、高收益类型品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

较高的投资者。 在最新一期海通基金评级中

获评四星级。

泰信蓝筹精选长期业绩良好， 净值弹性

较大。 基金经理对政策面与技术面研究积累

较多， 执行力强， 对市场热点的把握能力较

好。 持股风格偏成长，偏好二三线黑马股，与

同业交叉持股少，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适合于

组合配置以及长期持有。

长期业绩良好，短期业绩爆发性强：泰信

蓝筹精选长期业绩良好， 自2009年4月成立

以来截至10月10日净值累计上涨59%，且长、

中、短期业绩均良好。基金短期业绩爆发性较

强，今年以来截至10月14日，基金净值累计

上涨了28.43%。 泰信蓝筹精选自成立以来一

直由柳菁管理，基金经理任职较稳定。

基金经理从业经验丰富， 把握热点能力

强：泰信蓝筹精选现任基金经理柳菁证券从业

20年，公募基金管理超过5年，历史上曾经担任

过交易员、研究员、投资经理等职务。 基金经理

的个人优势和风格主要体现在：视政策面为影

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与政治、行业相关专家保

持密切联系，对政策面敏感，研究具有高度和

前瞻性；因此基金经理能够对政策驱动型及政

策相关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热点有较好的把握。

由于交易员出身，对技术面的研究、实战经验

丰富；基金经理能够基于个股盘面迅速做出短

期的判断，和执行交易操作，执行力较强。

偏好二三线黑马股：个股选择方面，相比

于行业龙头白马， 泰信蓝筹精选更加偏好二

三线的相对小市值股票， 这类股票在上涨时

弹性往往高于龙头白马。 以2014年二季度报

告为例，基金十大重仓股中6只流通市值小于

60亿元。十大重仓股中机构持有比例较低，如

重仓的荣之联、金瑞科技等。对于短期没有业

绩的个股，基金也不完全排斥。

汇添富民营活力

汇添富民营活力设立于

2010

年

5

月

5

日，

属于股票型基金， 重点投资于中国经济发展

密切相关的优秀民营企业。 最新海通基金评

级中获得五星级评级。

2014

年

6

月

30

日规模

24.32

亿元。 高风险、高收益，适合具有一定风

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汇添富民营活力历史业绩较好， 持股偏

向于成长风格。 现任基金经理朱晓亮投资视

野开阔，选股紧贴新兴成长；深入研究个股，

重仓股能够集中持有，同时持股周期也较长。

所属的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规模较大，

股票投资能力整体较强。

历史业绩较好， 现任基金经理投资风格

偏成长：截至2014年9月30日，最近1年、2年、

3 年 收 益 率 分 别 是 25.09% 、96.63% 、

106.45%。 基金经理朱晓亮自2014年4月8日

开始管理该基金，同时管理消费行业基金，投

资风格偏成长。

基金经理投资视野开阔，紧贴新兴成长：

基金经理淡化择时，重视自下而上选股。当前

投资方向包括4条主线： 正在快速改变生活、

冲击传统商业模式的互联网垂直应用， 重点

关注与移动互联网结合的金融、 移动支付和

O2O、彩票、游戏、影视、教育、医疗等；能集中

爆发出的行为共振和消费偏好的重磅电子产

品，如新能源汽车、LED等；计算机硬件国产

化和软件投入； 环保治理背景下的产能收缩

对部分原材料行业的价格冲击。

深入研究个股， 集中持有， 投资期限较

长：在确定投资大方向之后，基金经理通过对

个股的深入研究， 能够在股价相对较低时从

容布局。集中度方面，前10大重仓股合计占股

票总市值比例约60%，持股总数在30只左右。

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规模大， 股票

投资管理能力较强： 资产规模约981亿元，公

司中长期股票投资能力优秀， 根据海通基金

公司权益类基金业绩评价，最近1年、3年、5年

权益类基金收益排名分别是第 31/70、第

12/62、第13/60。

招商行业领先

招商行业领先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股

票型基金， 适合具有较高风险承受能力的投

资者。基金把握行业发展趋势、行业景气度变

化以及市场运行状况， 精选发展前景良好或

周期复苏行业中的领先企业。 截至今年年中

规模为

5.24

亿元。

招商行业领先现任基金经理王忠波研究

投资经验丰富，历史投资业绩优秀。基金经理

在投资上善于“自上而下” 站在宏观经济和

产业周期框架下优选行业，把握市场大脉搏，

同时辅之以“自下而上” 的个股精选提升业

绩，仓位策略稳健。

现任基金经理研究投资经验丰富， 投资

业绩优秀： 招商行业领先现任基金经理王忠

波研究经验丰富，从1996年起从事证券研究，

研究积淀深厚，尤其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模式、

经济周期理论有着深入而自成体系的研究。

他自2008年起开始管理基金，历任银河稳健、

银河行业优选、国联安优选行业，任职期同业

排名均列前1/4，业绩突出，稳定性高。

宏观经济和产业周期框架下优选行业，

把握市场大脉搏： 基金经理擅长从宏观经济

和产业周期等大方向出发，把握市场脉搏、优

选行业并进行波段操作。 多年的研究投资使

得他对市场的敏感度较高， 加上基本面的研

究验证， 在行业上能较早布局， 取得不俗业

绩。长期行业配置上，基金经理长期从经济发

展和人口结构等角度出发， 长期战略配置医

药。 基金经理2014年中接管招商行业领先以

来， 紧扣今年的市场热点， 配置了较多的军

工、环保等主题，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分散持股，注重成长性，仓位策略稳健：基

金淡化大类资产配置， 较少对仓位进行大幅调

整， 主要通过组合结构的调整实现组合进攻和

防御特征切换。在选股上较为开放，看重上市公

司所在行业的景气性， 并在这些行业中选择具

备成长性较好、有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优秀等

优质基因的个股。 根据最新季报目前重仓中炬

高新、三聚环保、益佰药业、航天科技等个股。

长信量化先锋

长信量化先锋系量化主动股票开放式基

金，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规模约为

1.16

亿元。 基金在最新一期海

通基金评级中获五星级。 基金整体表现出高

风险、高收益的特征，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高

的投资者持有。

长信量化先锋现任基金经理胡倩任职期

内业绩表现较好，2014年以来业绩尤其亮眼。

成长风格鲜明，数量化投资策略贯彻始终，持

股数量众多，以中小盘股为主，配置分散，通

过设置严格的投资交易制度， 高换手控制风

险，适合震荡市场投资。

基金历史业绩表现较好，成长风格鲜明：

长信量化先锋基金经理胡倩自2011年4月14

日起接管该基金， 截至2014年10月10日，任

职期内净值增长33.48%， 位居同类前列。

2014年前9个月，净值增长47.11%，位居同类

第3位。

数量化投资策略贯彻始终： 基金采用量

化模型进行投资，拓宽投资视野的同时，通过

设置严格投资交易制度，控制风险。基金投资

策略主要包括： 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策略

（Black-Litterman模型）确定各类标的资产

的配置比例，并动态优化组合风险收益参数；

Black-Litterman�模型确定各行业的投资权

重；借助长信行业多因素选股模型精选个股。

量化基金持股多而散， 换手高： 一般来

说， 主动权益基金经理追求的是所投资的股

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大概率上涨， 最好

是能够大幅上涨，因此，他们往往会对股票进

行相对深入的研究，发展到极致，即出于对股

票充分深入细致的研究，集中投资，并长期持

有。量化基金则不同，基金经理追求的是其所

投资的一堆股票中，大部分在未来能够上涨，

最好能够大幅上涨。 基于这个概率实现的问

题，量化基金在股票投资方面往往多而散，投

资大量的股票， 因而对于个股风险的把握度

不高，只能通过频繁的操作控制风险，因而换

手也会比较高。

汇添富医药保健基金采

用自下而上的投资方法，精

选医药保健行业的优质上市

公司， 在科学严格管理风险

的前提下， 谋求基金资产的

中长期稳健增值。 凭借良好

的既往业绩、 出色的仓位控

制及选股能力， 汇添富医药

保健基金在

2013

年度被评为

“三年期股票型金牛基金”。

汇添富医药保健基金是汇添富

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第6只积

极投资股票型基金，也是一只医药保

健主题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2010年

9月，截至2014年二季度末，该基金的

资产规模为43.79亿元， 份额为36.01

亿份。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平稳，近三

年业绩出色。 截至2014年10月16日，

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上涨46.66%，超

越同期上证指数 25.79个百分点 ；

2012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14.43% ；

2013年该基金净值上涨41.63%，位列

同期548只积极投资偏股型基金第25

位； 该基金近期业绩表现依然优异，

最近一月净值上涨7.25%， 位列同期

740只积极投资偏股型基金第23位。

投资风格：仓位调整灵活，行业

前景广阔。 汇添富医药保健自设立以

来股票仓位变化灵活， 建仓期之后，

2010年年底仓位已经达到87.05%，较

为激进；2011年至2012年上半年的熊

市中则明显降低了仓位， 整体都在

75%左右；2012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加

仓，充分分享了2012年下半年的反弹

行情，在2013年的震荡行情中也有不

俗表现； 今年一季度市场回调中，仓

位大幅下调，二季度末市场回暖时又

回补了仓位，整体仓位控制充分契合

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中国医疗

卫生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医改红利

将长期持续释放，人们在医药保健方

面的投入将不断增加，医药保健行业

将长期受益，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基

于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汇添富医药

保健基金发掘相应上市公司中所蕴

含的投资机会，通过主动的投资组合

管理以努力获取中长期超额收益。 近

期医疗行业的并购重组浪潮、“互联

网医疗” 热点、国内登革热疫情的持

续及国外埃博拉病毒疫情的蔓延等

依然为医药保健类股票的持续走牛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汇添富医

药保健股票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

的积极投资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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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