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泛资源混合：均衡配置泛资源 仓位调整灵活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胡俊英 余永键

推荐理由：新华泛资源基金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重点精选与集中配置具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泛资源）优势的股票，实现基金净值增长，以求持续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色的仓位控制及选股能力，新华泛资源基金在 2013年被评为“三年期混合型金牛基金” 。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是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第2只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是一只泛资源主题类基金，设立于2009年7月，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4 .07亿元，份额为3 .12亿份。

历史业绩：设立以来业绩表现持续优异。 截至2014年11月 6日，该基金设立以来净值上涨32 .4%，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53 .65个百分点；近三年净值上涨34 .83%，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38 .88个百分点；近一年净值上涨17 .9%，超越同期上证指数3 .25个百分点；该基金近期业绩表现依然优异，最近一季度净值上涨12 .68%。

投资风格：配置均衡，仓位灵活。 新华泛资源自设立以来股票仓位水平一直较低且变化灵活，2012年以来仓位一直在70%以下，且各季度仓位变化幅度都在10%左右，随市场调整明显。 新华泛资源在行业配置上较为均衡，精选各行业中具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泛资源）优势的股票。 今年三季度大幅提高股票仓位近 20个百分点，精选了一批市值和涨幅不大且有强烈改善预期的品种，取得了良好的投资收益。 重仓股方面，该基金对个股的配置比例较为均衡，很少有持有单一个股比例超过基金资产净值5%以上的情况。 该基金选股能力出色，如 2013年重仓的燕京啤酒、东华能源、洽洽食品、华西能源等，2014年重仓的洲际油气、威海广泰 、金螳螂 、江钻股份等，均表现出良好的盈利能力，优秀的选股能力为基金业绩提供了有力保障。 基金经理桂跃强，工学、金融学双硕士，历任化工、有色、轻工、建材等行业分析师 ，策略分析师，新华优选成长基金经理助理，投资经理，自2011年 6月管理该基金以来，产品年化收益为8 .51%，位于同期可比148位基金经理

第37名，投资管理能力较为出色。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新华泛资源混合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中的灵活配置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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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风格多变 均衡配置基金

民生证券 闻群 陈啸林

沪深股市 10月出现明显波动，大盘呈现先抑后扬、连创新高的格局。 随着连阳行情告一段落，沪综指再度回调，大盘开启震荡调整模式 。 我们认为四季度市场估值切换行情频发，建议积极调整结构，为跨年行情做准备 ，投资线索主要围绕新老交替，行业上建议加大消费板块的配置力度。 落实到基金的具体投资策略方面，在短期市场风格多变的情况下，建议投资者维持股债均衡的配置比例，不要盲目介入前期涨幅过高的主题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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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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格多变 均衡配置基金

□民生证券 闻群 陈啸林

沪深股市

10

月出现明显波动，大盘呈现先抑后扬、连创新高的格局。随着连阳行情告一段

落，沪综指再度回调，大盘开启震荡调整模式。 我们认为四季度市场估值切换行情频发，建议

积极调整结构，为跨年行情做准备，投资线索主要围绕新老交替，行业上建议加大消费板块的

配置力度。 落实到基金的具体投资策略方面，在短期市场风格多变的情况下，建议投资者维持

股债均衡的配置比例，不要盲目介入前期涨幅过高的主题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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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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泛资源混合：均衡配置泛资源 仓位调整灵活

新华泛资源基金在有效

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重点

精选与集中配置具有社会资

源和自然资源（泛资源）优势

的股票， 实现基金净值增长，

以求持续地超越业绩比较基

准。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

色的仓位控制及选股能力，新

华泛资源基金在

2013

年被评

为“三年期混合型金牛基金”。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是新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旗下第2只混合型基金。 该基

金是一只泛资源主题类基金，设立于

2009年7月，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该

基金的资产规模为4.07亿元， 份额为

3.12亿份。

历史业绩：设立以来业绩表现持

续优异。截至2014年11月6日，该基金

设立以来净值上涨32.4%， 超越同期

上证指数53.65个百分点；近三年净值

上涨 34.83% ， 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38.88个百分点； 近一年净值上涨

17.9%， 超越同期上证指数3.25个百

分点； 该基金近期业绩表现依然优

异，最近一季度净值上涨12.68%。

投资风格：配置均衡，仓位灵活。

新华泛资源自设立以来股票仓位水

平一直较低且变化灵活，2012年以来

仓位一直在70%以下，且各季度仓位

变化幅度都在10%左右，随着市场调

整明显。 新华泛资源在行业配置上较

为均衡，精选各行业中具有社会资源

和自然资源（泛资源）优势的股票。

今年三季度大幅提高股票仓位近20

个百分点，精选了一批市值和涨幅不

大且有强烈改善预期的品种，取得了

良好的投资收益。 重仓股方面，该基

金对个股的配置比例较为均衡，很少

有持有单一个股比例超过基金资产

净值5%以上的情况。该基金选股能力

出色， 如2013年重仓的燕京啤酒、东

华能源、洽洽食品、华西能源等，2014

年重仓的洲际油气、威海广泰、金螳

螂、江钻股份等，均表现出良好的盈

利能力，优秀的选股能力为基金业绩

提供了有力保障。 基金经理桂跃强，

工学、 金融学双硕士， 历任化工、有

色、轻工、建材等行业分析师，策略分

析师， 新华优选成长基金经理助理，

投资经理， 自2011年6月管理该基金

以来，产品年化收益率为8.51%，位于

同期可比148位基金经理第37名，投

资管理能力较为出色。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新华泛资

源混合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中的灵

活配置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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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相投顾 胡俊英 余永键）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属于债券型

基金。 基金设立于

2009

年

7

月

21

日，该基金在

控制资产风险、保持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积

极主动的投资管理，追求资产长期稳定增值，

争取实现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业绩。

按照契约，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投资于固

定收益类金融工具资产占基金资产比例不低

于80%，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国债、金融

债券、中央银行票据、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可

转换公司债券、 短期融资券、 资产支持证券

等。 基金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

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业绩保持优秀：民生加银增强收益从2009

年7月21日成立以来， 已分别取得了50.47%和

47.22%的总收益，无论是年化回报还是总回报

均高于同类平均水平。 其今年以来、3个月和两

年的净值增长率分别为21.48%和21.09% 、

16.33%和16.17%、38.52%和36.80%，在同类型

基金中一直保持在前30%以内，业绩稳定。

低风险、收益稳定：民生加银增强收益旨

在以接近债券投资的风险获取相对稳定且较

高的投资收益。其以债券投资为主，股票投资

为辅的投资策略在保持投资组合低风险和充

分流动性的前提下， 确保基金安全及追求资

产长期稳定增值。 而其采用的投资组合保险

这一具有保本机制的投资策略是一种根据证

券市场变化和基金净值水平动态调整投资组

合中不同风险资产比例的管理模式， 使基金

在具有抗跌能力的基础上， 同时又可以分享

股市上涨所带来的收益。

基金经理管理经验丰富： 基金经理由乐

瑞祺担任。2009年进入民生加银基金工作，曾

先后担任民生加银景气行业基金经理、 民生

加银信用双利基金经理、 民生加银转债优选

基金经理、 民生加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基金

经理和民生加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经理，

管理经验十分丰富。

中欧价值发现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中欧价值发现”）属于股票型基金。该

基金设立于

2009

年

7

月

24

日，通过适当的资产

配置策略和积极的股票选择策略， 以合理价

格买入并持有具备估值优势、 较强盈利能力

和较好业绩持续成长性的价值型优秀企业。

基金引入并坚守相对价值理念， 以此为

依据通过各种主客观标准进行股票选择和投

资组合构建，从而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提高基

金投资组合的长期超额回报。 该基金自成立

以来已取得42.3%的收益，显著高于同类平均

水平，各区间业绩均有突出表现。基金注重对

低估值个股的挖掘，分散投资、风格稳健。

业绩领先同业，各区间业绩均表现突出：

中欧价值发现从2009年7月24日成立以来，

已取得42.3%的收益，远高于同期同类3.87%

的平均收益。从各区间表现看，该基金均表现

突出，今年以来取得27.85%的收益。

坚守相对价值理念，分散持股：作为一种

典型的秉持价值股投资策略的基金， 中欧价

值发现坚守的投资策略的特点在于吸收和借

鉴国内外较为成熟的价值股投资经验， 根据

中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引入相对价值的概念，

并以此为依据通过各种主客观标准进行股票

选择和投资组合构建， 从而在降低风险的同

时，提高基金投资组合的长期超额回报。中欧

价值发现一直以来注重对低估值个股的挖

掘，分散持股，风格稳健，且选股能力突出。

基金经理投资风格稳健， 任职回报持续

显著领先同业： 基金经理苟开红博士投研能

力突出，投资风格稳健，倾向于维持高分散度

的投资组合以降低风险。 其2009年7月加入

中欧基金，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权益投资

部总监，中欧价值发现、中欧新动力、中欧价

值智选回报、中欧成长优选回报基金经理。苟

开红管理的上述四只基金， 分别取得了

11.73%、12.19%、28.91%和11.75%的年化任

职回报。

兴全有机增长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兴全有机增长”）属于混合型

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09

年

3

月

25

日，投资于

具有持续、稳定有机增长能力的公司，力争获

取当前收益及实现长期资本增值。 截至

2014

年三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

19.60

亿元。

兴全有机增长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已取得

65.19%的收益， 高于同类平均水平。 各统计

区间业绩持续性较强，均稳定居前。从兴全有

机增长基金投资运作方面来看， 兴全有机增

长重点关注成长风格股票的投资机会， 投资

风格持续性较好。定性定量相结合，精于优选

质优个股，重仓股优异表现支撑基金业绩。

各统计区间业绩稳定居前， 具有较强持

续性： 兴全有机增长从2009年3月25日成立

以来，已取得65.19%的收益，高于同类平均水

平。从各统计区间表现看，该基金业绩均稳定

居前， 具有较强持续性。 今年以来共取得

27.01%的收益；1年收益率为32.23%；5年收

益率为51.70%。

精选优质成长个股，重仓股支撑基金业绩：

兴全有机增长属于中盘成长风格型基金， 行业

方面重点配置新兴产业以及利用新技术改造商

业模式的传统产业。 该基金重点关注成长风格

股票的投资机会，投资风格持续性较好，较强的

选股能力为基金业绩增色不少。 重仓股的优异

表现强有力的支撑了该基金的业绩。

基金经理投资风格鲜明， 历史管理业绩

突出： 基金经理陈扬帆历任北京宏基兴业副

总经理、上海奥盛总经理、兴全全球视野基金

经理助理。现担任兴全有机增长、兴全轻资产

基金基金经理。陈扬帆坚持成长投资风格，管

理兴全有机增长和兴全轻资产期间， 分别取

得了9.34%和26.98%的年化任职回报， 均远

超同业平均水平。其中，管理兴全轻资产任职

回报在同类可比302只基金中列第11位，兴

全有机增长任职回报在同类可比302只基金

中列第11位。

嘉实周期优选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嘉实周期优选”）属于股票型基金。基

金经理郭东谋从业经验丰富，管理业绩出色。

该基金设立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优选周期行业

股票，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条件下，力争获

取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收益。

嘉实周期优选自成立以来， 业绩长期保

持优秀，今年以来（截至2014年11月5日，下

同）基金取得28.5%的收益，排名高居同类前

1/11。该基金聚焦周期行业的主题基金，既重

配制造业、金融、地产等强周期性行业，根据

经济和市场特点在各周期性行业中适时切

换，而且适当兼顾TMT等高成长性行业。

业绩长期保持优秀： 嘉实周期优选自成

立以来，已取得59.41%的总收益，远高于同

期普通股票型基金28.3%的平均收益，年化回

报17.36%。 该基金各阶段业绩稳居同业前

列，今年以来取得28.5%的收益；最近一年、两

年收益分别为32.57%和60.69%，分别位列同

期普通股票型基金前1/11和前1/6。

聚焦周期兼顾成长，切实把握行业热点：

嘉实周期优选是聚焦周期行业的主题基金，

周期行业是指和国内或国际经济波动相关性

较强的行业， 其行业走势与整体经济走势较

为相关， 行业及个股的基本面和估值面随宏

观经济景气周期变化而变化。 在行业配置上

既重配制造业、金融、地产等强周期性行业，

在各周期性行业中适时切换， 而且适当兼顾

TMT等高成长性行业，以求更好地把握行业

热点。

基金经理从业经验丰富，管理业绩出色：

基金经理郭东谋，2007年9月加入嘉实基金，

任研究部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嘉实周

期优选、嘉实元和基金经理。自郭东谋2014年

4月29日接手嘉实周期优选以来，基金净值累

计上涨33.63%，超越同期上证指数12.88个百

分点，在同期382只普通股票型基金中排名居

3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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