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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四季度末

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

(2015.4.8

）

最近三个月业绩

(2015.4.8

）

%

最近一年业绩

(2015.4.8

）

%

最近三年业绩

(2015.4.8

）

%

主要销售机构

160125

南方中国中小盘

QDII 2011-09-26

黄亮 南方基金

0.38 1.2171 14.02 13.74 26.86

农业银行

,

工商银行

,

招商银行

,

交通银行

233009

大摩多因子策略 股票型

2011-05-17

刘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29.08 2.0160 49.61 96.09 157.13

建设银行

,

工商银行

,

农业银行

,

交通银行

210008

金鹰策略配置 股票型

2011-09-01

方超 金鹰基金

1.18 2.0881 50.99 113.73 122.52

中信银行

,

工商银行

,

建设银行

,

交通银行

213008

宝盈资源优选 股票型

2008-04-15

彭敢 宝盈基金

39.16 2.4758 49.57 113.34 226.49

建设银行

,

农业银行

,

招商银行

,

北京银行

□民生证券 闻群 王静进

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金牛基金追踪

推

荐

理

由

兴全绿色基金将通过

挖掘绿色科技产业或公司，

以及其他产业中积极履行

环境责任的公司的投资机

会，力争实现当期投资收益

与长期资本增值。凭借良好

的既往业绩、出色的仓位控

制及选股能力，兴全绿色基

金在

2014

年度被评为“三年

期股票型金牛基金”。

南方中国中小盘 大摩多因子策略 金鹰策略配置

宝盈资源优选

兴全绿色股票：持仓结构稳健 选股能力出色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以下简称兴全绿色） 设立于

2011年5月6日，是兴业全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旗下第4只积极投资股票型

基金。 该基金2014年年末资产规模为

33.20亿元，份额为17.53亿份。

历史业绩： 长期业绩表现优异。

截至2015年4月10日， 该基金自设立

以来净值增长149.9%，超越同期上证

指数113.53个百分点， 位于同期可比

266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10位；

最近三年净值上涨170.75%； 最近一

年随着市场大幅上涨，该基金净值上

涨74.39%；今年以来，市场风格轮动

明显， 该基金实现31.94%的收益，表

现不俗。

投资风格：持仓结构稳健，选股

能力出色。 兴全绿色基金持仓结构

较为稳健， 股票仓位保持在同业中

等水平，2013年至2014年一直维持

85%左右的仓位水平。 在行业配置

上，该基金紧扣市场热点配置行业，

2012年该基金重配涨幅较好的金融

业，并不断加大生物医药、房地产等

优势行业， 同时不断减少食品饮料

的配置比例；2013年逐步增加涨幅

较好的信息技术服务行业， 并果断

清仓金融、房地产板块股票，取得了

较好的行业配置效果；2014年上半

年行业配置均衡， 随着下半年由非

银带动的市场大幅上涨， 四季报显

示大幅增仓金融地产， 较好地分享

了市场收益。 从重仓股方面来看，该

基金2013年前十大重仓股整体表现

稳定出色： 一季度按市值加权平均

上涨6.83%， 二季度加权平均上涨

19.03% ， 三 季 度 加 权 平 均 上 涨

57.83% ， 四 季 度 加 权 平 均 上 涨

15.62%， 均明显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涨幅；2014年持续重仓的国投电力、

瀚 蓝 环 境 涨 幅 分 别 为 205.34% 、

35.38%，表现出色；2014年四季报披

露的十大重仓股今年以来全部上

涨。 其中，鼎龙股份上涨74.35%，金

风科技、汇川技术、上海家化涨幅也

都在40%以上，选股能力可见一斑。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兴全绿色

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的积极型品

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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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相投资 余永键）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南方中国中小盘”）属于

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投资于港股中小盘股票，通过被动式

指数化投资以实现对香港中小盘股票指

数的有效跟踪， 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分享

香港中小盘股票长期增长的投资工具。

港股已站上风口，估值洼地迎历史

性上涨机遇： 从近10年的估值水平来

看，港股目前亦处于历史相对低估值阶

段。 随着大规模的资金扫货，以及港股

投资渠道的逐步拓宽，将大大改善港股

的流动性，提升其估值水平，可以说，港

股已经迎来历史性的上涨机遇。

跟踪香港中小盘股票， 掘金香港成

长股利器： 南方中国中小盘跟踪标的为

MSCI中国自由投资中小盘股票指数。 反

映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中小企业整体

状况的指数，代表香港中小盘成长股的整

体表现。 其成分股中港股通标的占比高

达67%，港股通标的有望最先得到估值修

复，而南方中国中小盘无疑为投资者提供

了低门槛享受港股通盛宴的佳选。

机制灵活， 管理人海外投资实力超

群： 南方中国中小盘基金实行T+0回转

交易机制， 交易机制灵活， 投资策略丰

富，投资者可以短期博取收益、中长线的

趋势交易， 也可以通过基金一二级市场

之间的价差进行套利交易。 南方基金海

外投资也一直走在同行前列， 无论从海

外投资经验还是投资实力上来说均是业

内翘楚。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

票型基金（以下简称“大摩多因子策略”）

属于股票型基金

,

设立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 大摩多因子策略采用数量化模型驱

动的选股策略为主导投资策略， 精选股

票进行投资，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力争获取超越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业绩领先同业， 今年尤为突出：自

2011年5月17日成立以来，基金已取得

130.13%的收益，高于同类平均水平。该

基金今年以来表现突出，该基金共取得

52.92%的收益；1年收益率为96.09%。

量化选股，风险分散：大摩多因子

策略通过管理人开发的 “大摩多因子

阿尔法模型” 进行股票选择并据此构

建股票投资组合。 该模型是建立在多

因子阿尔法模型的基础上， 根据中国

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 由管理人的金

融工程团队开发的更具针对性和实用

性的数量化选股模型。 通过模型计算

每只股票的因子加权得分， 并挑选总

得分最高的若干只个股最终构建投资

组合。 由此构建的投资组合选股十分

分散，非系统风险较低。

基金经理管理业绩突出： 基金经

理刘钊2010年1月加入摩根士丹利华

鑫基金， 现担任数量化投资部总监和

大摩多因子策略、大摩深证300、大摩

量化配置基金基金经理。 刘钊管理大

摩多因子策略、大摩深证300和大摩量

化配置期间， 分别取得了40.89%、

20.30%和85.78%的年化任职回报。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金鹰策略配置”）属于股票型

基金。 金鹰策略基金设立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在对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制定适当的投资策略， 以策略指导投资

运作，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实

现基金资产的长期可持续稳健增值。

各统计区间业绩稳定居前：自

2011年09月01日成立以来， 基金已取

得108.81%的收益，高于同类78.34%的

平均水平。 从各区间表现看，该基金今

年以来表现突出，收益率为52.07%；最

近1年收益率为113.73%； 近3年取得

122.52%的收益，位列同业前1/3。

动态策略，操作灵活：金鹰策略配

置采取动态策略，避免单一投资法则的

弊端。 金鹰策略配置灵活调整投资策

略，2014年前三季度在成长股投资上

收获较大， 四季度及时减仓中小盘股，

加仓券商，银行，保险等蓝筹股，总体上

取得不错的收益。 2015年一季度该基

金均衡配置蓝筹股和优质成长股，特别

关注国企改革，互联网金融相关投资机

会，业绩表现同样较优。

基金经理管理业绩突出：基金经理

方超2009年5月加入金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2014年9月30日独自担任金鹰

策略配置基金经理。自方超掌管金鹰策

略配置以来， 基金业绩得到显著提升。

目前已累计取得88.27%的任职回报，

年化回报高达235.05%， 任职回报在

403只基金中位列第9位。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宝盈资源优选”）属于股票型

基金，设立于

2008

年

4

月

15

日，各统计区

间业绩突出。 宝盈资源优选聚焦具备资

源优势的企业， 优选各个行业中具有资

源优势的上市公司， 在严格控制投资风

险的前提下保持基金资产持续增值。

各统计区间业绩突出， 长期业绩更

优：从长期来看，最近五年、三年该基金

分别取得了173.14%和226.93%的收益，

在同类可比190只和300只基金中分别

高居第2和第6位，长期业绩十分突出。中

短期来看， 宝盈资源优选仍展现出明显

的业绩优势， 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增长

率为108.69%。今年以来该基金亦取得了

49.06%的不俗收益。

聚焦资源优势企业： 该基金所指的

资源是指能够被企业占有和利用， 为企

业创造经济价值， 具有战略发展意义的

自然资源、核心优势资源和垄断资源。 自

然资源具体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

资源、旅游资源等；核心优势资源具体包

括渠道网络资源、 技术资源、 品牌资源

等；垄断资源具体包括牌照资源等。

基金经理任职回报领先同业： 基金

经理彭敢2010年加入宝盈基金， 即任公

司投资部总监， 是业内公认的元老级投

资精英。 其管理业绩十分突出，彭敢接管

宝盈资源优选四年多以来取得了25.29%

的年化回报，在同业可比基金中排名第3

位。 其管理的宝盈鸿利收益和宝盈新价

值业绩同样高居同业基金的前3位。

市场高位震荡调整 关注价值风格基金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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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两市出现大幅震荡，周五A股市场全面回暖。 在基金具体的投资策略方

面，建议投资者逐步关注价值风格基金，选股能力出色且各期业绩表现稳健的偏

股型基金仍会获取显著的超额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自3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

公募基金参与沪港通指引以来，港股市场受到这一重大利好刺激连续上涨。投资

者可借道港股通基金分享香港股市的投资机会。 本期推荐的四只基金都较为契

合当前市场特征，供投资者参考。

兴全绿色股票：持仓结构稳健 选股能力出色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余永键

推荐理由：兴全绿色基金将通过挖掘绿色科技产业或公司，以及其他产业中积极履行环境责任的公司的投资机会，力争实现当期投资收益与长期资本增值。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色的仓位控制及选股能力，兴全绿色基金在 2014年度被评为“三年期股票型金牛基金” 。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兴全绿色）设立于2011年 5月6日，是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第4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2014年年末资产规模为 33.20亿元，份额为17.53亿份。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表现优异。 截至 2015年4月10日 ，该基金自设立以来净值增长149.9%，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113.53个百分点，位于同期可比266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10位；最近三年净值上涨170.75%；最近一年随着市场大幅上涨 ，该基金净值上涨 74.39%；今年以来，市场风格轮动明显，该基金实现31.94%的收益，表现不俗。

投资风格：持仓结构稳健 ，选股能力出色。 兴全绿色基金持仓结构较为稳健 ，股票仓位保持在同业中等水平 ，2013年至2014年一直维持 85%左右的仓位水平。 在行业配置上 ，该基金紧扣市场热点配置行业 ，2012年该基金重配涨幅较好的金融业，并不断加大生物医药、房地产等优势行业，同时不断减少食品饮料的配置比例；2013年逐步增加涨幅较好的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并 果断清仓 金

融、房地产板块股票 ，取得了较好的行业配置效果；2014年上半年行业配置均衡，随着下半年由非银带动的市场大幅上涨，四季报显示大幅增仓金融地产，较好地分享了市场收益。 从重仓股方面来看，该基金2013年前十大重仓股整体表现稳定出色：一季度按市值加权平均上涨6.83%，二季度加权平均上涨19.03%，三季度加权平均上涨 57.83%，四季度加权平均上涨15.62%，均明显超越同期上

证指数涨幅；2014年持续重仓的国投电力、瀚蓝环境涨幅分别为205.34%、35.38%，表现出色；2014年四季报披露的十大重仓股今年以来全部上涨。 其中 ，鼎龙股份上涨 74.35%，金风科技、汇川技术、上海家化涨幅也都在 40%以上，选股能力可见一斑。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兴全绿色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的积极型品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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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中国中小盘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南方中国中小盘“）属于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11年9月 26日，投资于港股中小盘股票，通过被动式指数化投资以实现对香港中小盘股票指数的有效跟踪，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分享香港中小盘股票长期增长的投资工具。

◆ 产品特征

港股已站上风口 ，估值洼地迎历史性上涨机遇：随着3月27日证监会发文确定内地公募基金可以通过沪港通机制投资香港股市，随后保监会发文增加保险资金投资香港创业板股票 ，港股立即沸腾 。 从近10年的估值水平来看 ，港股目前亦处于历史相对低估值阶段 。 随着大规模的资金扫货，以及港股投资渠道的逐步拓宽，将大大改

善港股的流动性，提升其估值水平 ，可以说，港股已经迎来历史性的上涨机遇。

跟踪香港中小盘股票，掘金香港成长股利器：南方中国中小盘跟踪标的为MSCI中国自由投资中小盘股票指数。 反映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中小企业整体状况的指数，代表香港中小盘成长股的整体表现。 其成分股中港股通标的占比高达67%，港股通标的有望最先得到估值修复，而南方中国中小盘无疑为投资者提供了低门槛享受

港股通盛宴的佳选。

机制灵活，管理人海外投资实力超群：南方中国中小盘基金实行T+0回转交易机制，交易机制灵活，投资策略丰富，投资者可以短期博取收益、中长线的趋势交易，也可以通过基金一二级市场之间的价差进行套利交易 。 南方基金海外投资也一直走在同行前列，无论从海外投资经验还是投资实力上来说均是业内翘楚。

大摩多因子策略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基金（以下简称“大摩多因子策略” ）属于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11年5月17日 ，大摩多因子策略采用数量化模型驱动的选股策略为主导投资策略，精选股票进行投资 ，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取超越比较基

准的投资回报。

◆ 产品特征

业绩领先同业，今年尤为突出：自2011年 5月17日成立以来 ，基金已取得130.13%的收益，高于同类平均水平。 该基金今年以来表现突出，该基金共取得 52.92%的收益；1年收益率为96.09%。

量化选股 ，风险分散：大摩多因子策略通过管理人开发的“大摩多因子阿尔法模型 ” 进行股票选择并据此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该模型是建立在多因子阿尔法模型的基础上 ，根据中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由管理人的金融工程团队开发的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数

量化选股模型。 通过模型计算每只股票的因子加权得分 ，并挑选总得分最高的若干只个股最终构建投资组合。 由此构建的投资组合选股十分分散，非系统风险较低。

基金经理管理业绩突出：基金经理刘钊曾在深交易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历任五矿证券总裁助理、研究部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2010年1月加入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现担任数量化投资部总监和大摩多因子策略、大摩深证300、大摩量化配置基金基金经理。 刘钊

管理大摩多因子策略、大摩深证300和大摩量化配置期间，分别取得了 40.89%、20.30%和85.78%的年化任职回报，均远超同业平均水平。

金鹰策略配置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金鹰策略配置” ）属于股票型基金。 金鹰策略基金设立于2011年9月 1日，在对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制定适当的投资策略，以策略指导投资运作，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可持续稳健增值。

◆ 产品特征

各统计区间业绩稳定居前：自2011年09月 01日成立以来，基金已取得108.81%的收益 ，高于同类78.34%的平均水平。 从各区间表现看 ，该基金今年以来表现突出，收益率为52.07%；最近1年收益率为113.73%；近 3年取得 122.52%的收益，位列同业前1/3。

动态策略，操作灵活：金鹰策略配置采取动态策略，避免单一投资法则的弊端。 2014年四季度机会主要集中于蓝筹股，中小市值股票迎来较大幅度的调整。 金鹰策略配置灵活调整投资策略，2014年前三季度在成长股投资上收获较大，四季度及时减仓中小盘股，加仓券商，银行，保险等蓝筹股，总体上取得不错的收 益。

2015年一季度该基金均衡配置蓝筹股和优质成长股，特别关注国企改革，互联网金融相关投资机会，业绩表现同样较优。

基金经理管理业绩突出：基金经理方超2009年 5月加入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9月30日独自担任金鹰策略配置基金经理。 自方超掌管金鹰策略配置以来，基金业绩得到显著提升。 目前已累计取得88.27%的任职回报 ，年化回报高达235.05%，任职回报在403只基金中位列第9位。

宝盈资源优选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宝盈资源优选” ）属于股票型基金，设立于2008年4月 15日，各统计区间业绩突出。 宝盈资源优选聚焦具备资源优势的企业，优选各个行业中具有资源优势的上市公司 ，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保持基金资产持续增值。

◆产品特征

各统计区间业绩突出，长期业绩更优：从长期来看 ，最近五年、三年该基金分别取得了173.14%和226.93%的收益，在同类可比 190只和300只基金中分别高居第2和第 6位，长期业绩十分突出。 中短期来看，宝盈资源优选仍展现出明显的业绩优势，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增长率为108.69%，超越同业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 ，在同类

可比374只基金中位列第23位。 今年以来该基金亦取得了49.06%的不俗收益。

聚焦资源优势企业：宝盈资源优选所指的资源是指能够被企业占有和利用，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 ，具有战略发展意义的自然资源 、核心优势资源和垄断资源。 自然资源具体包括土地资源 、水资源 、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等；核心优势资源具体包括渠道网络资源、技术资源、品牌资源等；垄断资源具体包括牌照资源等。

基金经理任职回报领先同业：基金经理彭敢2010年加入宝盈基金，即任公司投资部总监，是业内公认的元老级投资精英。 其管理业绩十分突出 ，彭敢接管宝盈资源优选四年多以来取得了25.29%的年化回报 ，在同业可比基金中排名第3位。 其管理的宝盈鸿利收益和宝盈新价值业绩同样高居同业可以基金的前3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