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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08

汇添富策略回报 股票型

2009-12-22 5.1 3.0270 150.7

顾耀强 汇添富基金 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宁波银行、光大证券

070022

嘉实领先成长 股票型

2011-05-31 7.1 3.6690 140.7

邵秋涛 嘉实基金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宁波银行、广发证券

377240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 股票型

2011-07-13 28.9 3.7070 137.2

杜猛 上投摩根基金 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

260116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 股票型

2011-12-20 53.5 3.7430 105.8

余广 景顺长城基金 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海通证券、光大证券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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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财通可持续发展基金在可持续发展

的投资理念下， 通过系统化评估方法精

选出可持续发展特征突出的上市公司进

入投资视野， 并选择具有估值优势的股

票进行实际投资，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 力争为投资者创造超越业绩比较

基准的汇报。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色

的仓位控制及选股能力， 财通可持续发

展基金在

2014

年度被评为 “

2014

年度股

票型金牛基金”。

汇添富策略回报 嘉实领先成长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

财通可持续发展：紧跟市场走势 操作风格灵活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财通可持续

发展” ) 是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发行的第3只混合型基金 （该

基金2015年1月5日由股票型基金

变更为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

于2013年3月，截至2015年一季度

末， 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6.40亿

元，份额为2.71亿份。

历史业绩：设立以来业绩持续

优异。 截至2015年6月12日，该基

金成立以来净值上涨308.58%，超

越同期上证指数240.79个百分点，

位列同期227只混合型基金第 1

位； 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206.76%；今年以来，该基金依然

保持良好的业绩增长势头，净值上

涨118.54%。

投资风格： 紧跟市场走势，灵

活调控仓位及行业。 灵活的仓位控

制和行业配制为财通可持续发展

基金的优异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该基金设立于熊市的末期，在

市场震荡的2013年及2014年上半

年里， 总体上均衡配制各行业，重

配制造业和建筑业同时控制仓位

在80%以下，分散风险的同时博取

较稳健收益；而在2014年下半年市

场突然发力冲高时， 大幅加仓至

87.12%，并大举增持金融地产和信

息技术，很好地分享了市场轮动上

涨带来的收益。 重仓股方面，由于

其行业调整灵活，个股持有时间也

较短，但总体表现不俗，为其2014

年提供了60.90%的收益。而该基金

2015年一季度末公布的前十大重

仓股表现依然良好，其中同花顺涨

幅高达107.36%，此外新文化、卫宁

软件、三六五网和上海钢联涨幅分

别 为 79.97% 、44.61% 、38.21% 和

16.64%，表现出色。 现任基金经理

赵艰申，2013年3月加入财通基金，

8月开始管理该基金， 年化收益

188.59%，位于同期可比226位基金

经理第1位，投研管理能力出色。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财通可

持续发展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中

的积极配制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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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永键）

汇添富策略回报（代码：

470008

）是汇

添富基金旗下的一只股票型基金， 成立

于

2009

年

12

月

22

日，最新规模为

5.1

亿元。

基金经理为顾耀强。 业绩比较基准为沪

深

300

指数

×80%+

上证国债指数

×20%

。

业绩平稳，长跑领先：汇添富策略回

报自成立以来每年业绩均保持平稳走势。

今年以来表现突出，以150.7%的业绩排名

股票型基金的前15%。截至当前基金累计

获得回报221.6%，在同期180只股票型基

金中排名第16位，处于同类领先水平。

把握宏观趋势， 策略先行制胜：该

基金主要采用 “自上而下” 的投资方

式，灵活运用资产配置策略、行业轮动

策略和个股精选策略，构建有效的投资

组合，力求获得持续稳健的较高投资回

报。 基金主要通过研究宏观经济的发展

趋势和分析市场波动特征，把握不同时

期所蕴含的投资机会。

抓住轮动机会， 配置积极进取：该

基金在实际投资中通过研究分析和及

时把握行业趋势性机会，通过合理的集

中配置，获取阶段性超额收益。 无论是

行业或个股层面，基金的组合都体现了

一定的集中性，季报显示该基金组合在

各季度之间的变化较大，说明基金经理

会通过积极的调整把握市场行情。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基金公司

整体实力突出： 现任基金经理顾耀强拥

有多年的从业经历， 并先后担任过卖方

和买方分析师， 研究和实际投资经验均

十分丰富。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嘉实领先成长（代码：

070022

）是嘉

实基金旗下的一只股票型基金，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最新规模为

7.1

亿元。现

任基金经理为邵秋涛。 业绩比较基准为

沪深

300

指数

×95%+

上证国债指数

×5%

。

业绩稳扎稳打，长期表现突出：嘉

实领先成长自2011年成立以来， 历年

业绩均处于同类前1/2水平。 截至目前

基金获得收益266.9%，在同期254只股

票型基金中排名16位，表现十分出色。

挖掘成长股，行业覆盖广：该基金的

主导理念就是以优选成长股进行投资。

基金致力于挖掘中国经济中快速成长的

企业，并投资于其中领先成长的企业。基

金配置中行业覆盖较广。

操作灵活，把握市场节奏：该基金

通过在各个行业中的切换， 积极把握

不同阶段成长股的变化， 所以在不同

市场阶段， 基金的业绩均能保持在同

类领先水平。 今年以来，该基金增加了

创业板的配置， 很好地抓住了这波行

情。 当前持仓行业分散，除了极少长期

重仓持有的个股之外， 大部分配置较

为均衡，以此降低组合风险。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 基金公司实

力强大：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一直由邵

秋涛单独管理。 邵秋涛先生拥有10多

年的从业经验， 对成长股研究十分扎

实。 嘉实基金一直致力于成长股研究，

并设立了专门的成长投资小组。 该公

司作风稳健，考核严格，激励着基金经

理辛勤工作，持续取得良好的成绩。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代码：

377240

）是

上投摩根基金旗下的一只股票型基金，成

立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 最新规模为

28.9

亿

元。基金经理为杜猛。业绩比较基准为沪

深

300

指数

×80%+

上证国债指数

×20%

。

业绩弹性大，长期回报突出：该基

金在新兴成长股走强的市场中表现出

色，在2012年、2013年和今年均获得了

市场领先的业绩水平，成立至今实现回

报270.7%。

紧抓新兴产业， 坐享改革红利：当

前阶段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转型

升级的过程当中， 传统产业的发展趋

缓，而新兴产业则得到国家层面的大力

支持。 基金主要通过对经济结构调整和

产业升级方向的前瞻性分析，把握新兴

产业崛起过程中的投资机会，同时挖掘

传统产业升级和传统产业公司自身发

展变革带来的投资新机遇，力争实现基

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积极配置，侧重选股：基金以90%作

为股票仓位中枢积极配置，主要通过自下

而上选股获得超额收益。 基金主要投资于

新兴成长行业，涉及TMT、高端装备制造、

医疗保健、航空航天和新能源新材料等。

基金经理深入研究成长股，风格特

点鲜明：基金经理杜猛拥有多年的研究

员经历，研究功底扎实，对成长股的把

握能力较强，自基金成立以来一直管理

该基金，虽然经历了业绩波动，但当成

长股行情来临时，该基金能表现出强大

的业绩弹性，获取高超额收益。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代码：

260116

）

是景顺长城基金旗下的一只股票型基金，

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最新规模

53.5

亿元，

基金经理为余广。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沪

深

300

指数

×80%+

中证全债指数

×20%

。

业绩保持稳健， 长期回报优异：景

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自成立以来的3个完

整自然年度和今年业绩均领先同类平

均水平，历年稳健的回报带来长跑的领

先， 基金自成立以来实现回报329.8%，

排名同类前1/4。

优选核心竞争力公司，力争长线取

胜：基金优先投资于“核心竞争力” 较

强的公司。 基金考察的“核心竞争力”

是指公司内在增长动力上具备突出优

势，并为竞争对手所难以模仿、难以替

代或难以超越。

精选主板行业龙头，个股基本面扎

实： 该基金的持仓大多来自于主板市

场， 所选个股大多为行业龙头企业，基

本面扎实。 基金仓位大致稳定，个股集

中度也维持在适中水平，投资组合风险

指标优于同类平均水平。

公司权益类投资突出，基金经理研

究功底扎实：景顺长城基金一直致力于

权益类投资，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基

金经理余广善于深入研究挖掘个股，对

公司基本面的把握能力十分突出。 这种

风格也融入到该基金的投资组合中，重

仓股中少有创业板个股，但基金仍依赖

精心挑选的优质主板个股，维持了同类

平均以上的业绩水平。

短期市场震荡加大 甄选绩优基金经理

表格

上证综指到达了5000点以上，多空分歧加大，市场急剧震荡，风格变化莫测。 快速

变化的市场需要灵活的应变能力，而基金经理的丰富经验会帮助其在市场转折点中表

现出色。 为此，我们精选了4只坚守制胜的基金，基金经理皆从基金成立初始管理至今，

既跨过了惨淡的熊市，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牛市，有望在接下来的行情中，乘风破浪，

一如既往地为投资者获取稳健回报。

汇添富策略回报

汇添富策略回报（代码：470008）是汇添富基金旗下的一只股票型基金，成立于2009年12月22日，最新规模为5.1亿元。 基金经理为顾耀强。 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80%+上证国债指数×20%。

业绩平稳，长跑领先：汇添富策略回报自成立以来每年业绩均保持平稳走势。今年以来表现突出，以150.7%的业绩排名股票型基金的前15%。截至当前基金累计获得回报221.6%，在同期180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16位，处于同类领先水平。

把握宏观趋势，策略先行制胜：该基金主要采用“自上而下 ” 的投资方式，灵活运用资产配置策略、行业轮动策略和个股精选策略，构建有效的投资组合，力求获得持续稳健的较高投资回报。 基金主要通过研究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分析市场波动特征，把握不同时期所蕴含的投资机会 。

抓住轮动机会，配置积极进取：该基金在实际投资中通过研究分析和及时把握行业趋势性机会，通过合理的集中配置，获取阶段性超额收益。 无论是行业或个股层面，基金的组合都体现了一定的集中性 ，季报显示该基金组合在各季度之间的变化较大，说明基金经理会通过积极的调整把握市场行情 。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基金公司整体实力突出：现任基金经理顾耀强拥有多年的从业经历，并先后担任过卖方和买方分析师，研究和实际投资经验均十分丰富。

嘉实领先成长

嘉实领先成长（代码：070022）是嘉实基金旗下的一只股票型基金，成立于2011年5月31日，最新规模为7.1亿元。 现任基金经理为邵秋涛。 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95%+上证国债指数×5%。

业绩稳扎稳打，长期表现突出：嘉实领先成长自2011年成立以来，历年业绩均处于同类前1/2水平。 截至目前基金获得收益 266.9%，在同期254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16位，表现十分出色。

挖掘成长股，行业覆盖广：该基金的主导理念就是以优选成长股进行投资。基金致力于挖掘中国经济中快速成长的企业，并投资于其中领先成长的企业。基金配置中行业覆盖较广。

操作灵活，把握市场节奏：该基金通过在各个行业中的切换，积极把握不同阶段成长股的变化，所以在不同市场阶段，基金的业绩均能保持在同类领先水平 。 今年以来，该基金增加了创业板的配置 ，很好地抓住了这波行情 。 当前持仓行业分散，除了极少长期重仓持有的个股之外，大部分

配置较为均衡，以此降低组合风险。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基金公司实力强大：该基金自成立以来一直由邵秋涛单独管理。 邵秋涛先生拥有10多年的从业经验，对成长股研究十分扎实。 嘉实基金一直致力于成长股研究，并设立了专门的成长投资小组。 该公司作风稳健，考核严格，激励着基金经理辛勤工作，持续取得良好的成

绩。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代码：377240）是上投摩根基金旗下的一只股票型基金，成立于2011年7月13日，最新规模为28.9亿元。基金经理为杜猛。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80%+上证国债指数×20%。

业绩弹性大，长期回报突出：该基金在新兴成长股走强的市场中表现出色，在2012年、2013年和今年均获得了市场领先的业绩水平，成立至今实现回报270.7%。

紧抓新兴产业，坐享改革红利：当前阶段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传统产业的发展趋缓，而新兴产业则得到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 基金主要通过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方向的前瞻性分析，把握新兴产业崛起过程中的投资机会，同时挖掘传统产业升级和传统产业公司自身发展变革带来的投 资新机遇 ，

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积极配置，侧重选股：基金以90%作为股票仓位中枢积极配置，主要通过自下而上选股获得超额收益。基金主要投资于新兴成长行业，涉及TMT、高端装备制造、医疗保健、航空航天和新能源新材料等。

基金经理深入研究成长股，风格特点鲜明 ：基金经理杜猛拥有多年的研究员经历 ，研究功底扎实，对成长股的把握能力较强 ，自基金成立以来一直管理该基金，虽然经历了业绩波动，但当成长股行情来临时，该基金能表现出强大的业绩弹性，获取高超额收益。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代码：260116）是景顺长城基金旗下的一只股票型基金，成立于2011年12月，最新规模53.5亿元，基金经理为余广。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80%+中证全债指数×20%。

业绩保持稳健，长期回报优异：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自成立以来的 3个完整自然年度和今年业绩均领先同类平均水平，历年稳健的回报带来长跑的领先，基金自成立以来实现回报 329.8%，排名同类前1/4。

优选核心竞争力公司，力争长线取胜：基金优先投资于“核心竞争力 ” 较强的公司。 基金考察的“核心竞争力” 是指公司内在增长动力上具备突出优势，并为竞争对手所难以模仿、难以替代或难以超越。

精选主板行业龙头，个股基本面扎实：该基金的持仓大多来自于主板市场，所选个股大多为行业龙头企业，基本面扎实。 基金仓位大致稳定 ，个股集中度也维持在适中水平 ，投资组合风险指标优于同类平均水平。

公司权益类投资突出，基金经理研究功底扎实：景顺长城基金一直致力于权益类投资，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基金经理余广善于深入研究挖掘个股，对公司基本面的把握能力十分突出。 这种风格也融入到该基金的投资组合中，重仓股中少有创业板个股，但基金仍依赖精心挑选的优质主板个股，维持了同类平均以上的业绩水

平。

财通可持续发展 ：紧跟市场走势 操作风格灵活

天相投顾 余永键

推荐理由 ：财通可持续发展基金在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理念下，通过系统化评估方法精选出可持续发展特征突出的上市公司进入投资视野，并选择具有估值优势的股票进行实际投资，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为投资者创造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汇报 。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 色的仓 位控制及 选股能

力 ，财通可持续发展基金在 2014年度被评为“2014年度股票型金牛基金” 。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财通可持续发展 ” )是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发行的第3只混合型基金（该基金 2015年1月5日由股票型基金变更为混合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 2013年3月，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6.40亿元，份额为 2.71亿份。

历史业绩 ：设立以来业绩持续优异。 截至2015年 6月12日，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上涨 308.58%，超越同期上证指数240.79个百分点，位列同期 227只混合型基金第 1位；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上涨206.76%；今年以来，该基金依然保持良好的业绩增长势头，净值上涨 118.54%。

投资风格 ：紧跟市场走势，灵活调控仓位及行业。灵活的仓位控制和行业配制为财通可持续发展基金的优异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基金设立于熊市的末期，在市场震荡的2013年及 2014年上半年里，总体上均衡配制各行业，重配制造业和建筑业同时控制仓位在80%以下，分散风险的同时博取较稳健收益；

而在2014年下半年市场突然发力冲高时，大幅加仓至 87.12%，并大举增持金融地产和信息技术，很好地分享了市场轮动上涨带来的收益。 重仓股方面，由于其行业调整灵活，个股持有时间也较短，但总体表现不俗，为其2014年提供了60.90%的收益。 而该基金2015年一季度末公布的前十大重仓股一季度末以来表

现依然良好，其中同花顺涨幅高达 107.36%，此外新文化、卫宁软件、三六五网和上海钢联涨幅分别为 79.97%、44.61%、38.21%和16.64%，表现出色。 现任基金经理赵艰申，2013年3月加入财通基金，8月开始管理该基金，年化收益188.59%，位于同期可比226位基金经理第1位，投研管理能力出色。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财通可持续发展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中的积极配制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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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