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业绩稳健的选股型基金

民生证券

国庆节后，A股市场持续反弹。 未来，A股量能持续走低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目前市场去杠杆已逐步进入尾声，其对市场的影响也会逐步弱化；另一方面，中期A股在资金面、政策面及经济数据趋向企稳并有所改善。 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低估值价值基金和有业绩支撑的真成长风格基金的均衡配置，注意控制权益类资产的仓位水平，重点关注管理人选股能力出色且在震荡市中业绩表现突出的基金。

本次推荐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盛电子信息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供投资者参考。

兴全轻资产

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12年 4月5日，主要以挖掘经营所占用资本较少、通常所依赖的固定资产资本较少的“轻资产公司” 为主要投资策略，力求获取当前收益及实现长期资本增值。

◆ 产品特征

业绩优异：截至10月 13日，兴全轻资产今年以来净值增长64 .56%，列全部同类可比470只偏股混合基金第9位；从其他各统计区间来看，最近一年、最近两年、最近三年业绩均居同业前列，分别取得了68 .24%、108 .36%和 229 .81%的优异成绩；成立以来已取得216 .29%的收益，年化回报 38 .66%，在同类 524只偏股混合型基金中列第35位。

操作风格灵活：兴全轻资产在2015年一季度减少了去年底以来上涨较多的金融地产配置，增加了包括医药、消费以及成长股的配置。 今年二季度，随着市场的加速上涨 ，较大力度减持了前期持有的部分已泡沫化的成长股，在二季度后期增加了对金融、消费的配置，总体配置趋向保守，并降低了仓位。 二季度的谨慎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控制了基金的风险暴露 ，回撤远低于同业平均水平。

基金经理管理业绩突出：基金经理谢治宇 2007年加入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研究员；2010年起在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专户投资部任投资经理。 现担任兴全合润分级、兴全轻资产基金经理，任职回报分别居于同类可比411只基金的第12位、468只基金的第 70位。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05年11月16日，主要投资具有良好成长性且合理定价的股票，在利用金融工程技术控制组合风险的前提下，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最大化增值。

◆ 产品特征

业绩表现优异：富国天惠精选成长今年以来净值增长44 .49%；最近一年，该基金凭借其稳定的投资管理能力取得了57 .22%的优异成绩，超越同期同类可比开放混合型基金的平均水平；该基金成立以来总回报高达807 .28%，年化回报24 .92%，在同类可比524只产品中列第73位。

投资策略连贯，择股能力突出：过去三年，该基金的仓位一直处在比较高的水平。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希望基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并通过富国成长型股票机制评估体系来建立富国“G.D .P真钻投资组合” ，寻找成长股的投资机会。 契约策略和基金经理自下而上、专注于成长型投资和长期投资的风格相得益彰。 从过去几年的运作效果来看 ，基金的投资取得较好的业绩，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较为连贯和稳定。

基金经理业绩十分突出：基金经理朱少醒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2005年 11月起任富国天惠精选成长基金经理，2008年 11月同时担任汉盛基金经理，其管理的这两只基金产品业绩优异。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任职回报率高达807 .28%，年化回报24 .91%，在同类可比的72只偏股型基金中名列第8位。 基金汉盛在其任职管理的一年零两个月内也取得了79 .50%的总回报 。

嘉实研究精选

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08年5月 27日，通过持续、系统、深入的基本面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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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要点

截至2015年10月 16日，嘉实研究精选自成立以来已取得320 .48%的收益，年化回报高达21 .45%；各区间业绩优异，长期业绩更为突出。 从基金运作来看 ，嘉实研究精选以基本面研究为核心，配置均衡，精选个股，长期保持优秀的回报水平。

◆ 产品特征

各统计区间业绩突出，长期业绩更优：嘉实研究精选从2008年 5月27日成立以来，已取得320 .48%的收益，年化回报高达21 .45%，远高于于同类平均5 .79%和沪深300指数-0 .1%的收益水平。 从各区间表现看 ，该基金长期业绩表现更为突出，近5年收益率为129 .54%，在同类可比299只基金中排名第7；最近 3年收益率为147 .10%，在同类可比第406只基金中位列第37；近 1年、2年业绩排名也均在前 1/4水平，今年以来同样取得了35 .87%的优秀业绩。

配置均衡，精选个股：从配置角度看 ，嘉实研究精选优先考虑股票类资产的配置，剩余资产配置于固定收益类和现金类等大类资产，行业配置方面较为均衡，蓝筹成长兼顾 ，风格稳定。 在具体标的选择上，股票方面采用“自下而上” 的精选策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精选个股，构建股票投资组合，选股能力十分突出。

接棒基金经理业绩优秀 ：嘉实研究精选此前长期由明星基金经理张弢掌舵，业绩优异，基金经理陈少平接棒后并未让投资者失望 ，交出了优秀的答卷。 陈少平此前在泰达宏利以善于选股著称，加入嘉实基金后管理的嘉实新收益和嘉实研究精选任职回报分别排名16/198和 126/478，业绩依然十分抢眼。

长盛电子信息主题

长盛电子信息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13年5月 10日，投资目标在于把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的投资机遇机会，分享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相关上市公司的持续投资收益。

◆投资要点

各统计区间业绩名列前茅：截至2015年 10月16日，长盛电子信息主题自成立以来已取得121 .7%的回报，年化回报高达38 .66%，显著高于同期同类23 .96%的平均回报水平。 该基金为今年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的业绩冠军 ，收益为 123 .71%；从中长期来看，最近1年、2年，该基金分别取得了133 .86%和128 .56%的收益，在同类可比175只和92只基金中均高居第3位。

◆产品特征

聚焦电子信息产业，分享行业发展红利：长盛电子信息产业聚集电子信息主题相关产业，该产业为我国工业转型升级与信息化社会建设的技术与物质基础。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电子信息主题相关产业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将得到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应用，相关公司将会迎来高速发展 。 自2013年开始的实践也表明 ，电子信息主体相关产业出现了大爆发，相关公司业绩十分靓丽 ，出现了诸多优秀公司，在股价表现上，电子信息产业相关公司更是A股的领头羊，相对沪深 300指数超额收益显著。

双博士基金经理掌舵，业绩更有保证：该基金由赵宏宇和杨衡共同掌舵，两人均有博士学位，双博士掌舵，基金业绩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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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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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是汇添富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发行

的第

5

只权益类基金。 该基

金设立于

2009

年

1

月， 截至

2015

年二季度末，该基金的

资产规模为

82.73

亿元，份额

为

29.35

亿份，成立以来规模

得到了稳定的增长。

兴全轻资产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嘉实研究精选

长盛电子信息主题

汇添富价值精选：精选价值低估企业 选股能力较为突出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的股票投

资比例为60%-95%，新的运作管理

办法实施后， 该基金由股票基金转

型为混合基金中的积极配置型，其

股票投资对象为价值相对低估的优

质公司，重点关注经营领先稳健型、

并购重组型和资源低估型这三种类

型的公司。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突

出的风险分散及选股能力， 汇添富

价值精选混合在 2014年度被评为

“五年期开放式股票型持续优胜金

牛基金” 。

历史业绩： 截至2015年10月14

日 ， 该 基 金 成 立 以 来 净 值 上 涨

277.57%，超越同期上证指数232个百

分点； 最近五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116.73%，位列同期255只积极配置混

合基金第12位； 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

上涨148.48%，位列同期359只积极配

置混合基金第22位； 最近一年该基金

净值上涨78.25%， 位列同期417只积

极配置混合基金第6位； 今年以来，该

基金依然保持良好的业绩增长势头，

净值上涨43.35%， 为投资者取得了不

错的业绩回报。

投资风格：良好的择时能力和出

色的选股能力是汇添富价值精选混

合业绩优异的主要原因。 从最新一期

天相评级结果来看， 该基金C.L指标

得分在纳入统计范围的484只开放式

混合基金中排名第38名，显示出其在

三年运作中良好的择时能力。 同时该

基金M.C.V. 指标得分排在同类基金

第2名，选股能力排在同类基金前列。

2015年，该基金基本延续了价值和成

长相结合、根据估值水平变化对组合

进行动态调整的策略，一季度增持了

部分估值尚处合理区间的成长股，4、

5月在市场大涨过程中逐步降低组合

中成长股的比重，延续了其稳健的操

作风格。

基金经理： 陈晓翔于2007年4月

加入汇添富基金公司任行业研究员，

现任股票投资副总监。 自汇添富价值

精选混合成立以来，陈晓翔一直掌管

该基金，任职年化率为22.23%，在同

期可比218名基金经理中排名第3名。

投资建议：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

基金属于混合基金中的积极配置型品

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并期望获

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

（天相投顾 马永靖）

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属于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12

年

4

月

5

日， 主要以挖掘经营所占用资本

较少、 通常所依赖的固定资产资本较少

的“轻资产公司”为主要投资策略，力求

获取当前收益及实现长期资本增值。

业绩优异：截至10月13日，兴全轻资

产今年以来净值增长64.56%， 列全部同

类可比470只偏股混合基金第9位； 从其

他各统计区间来看， 最近一年、 最近两

年、最近三年业绩均居同业前列，分别取

得了68.24%、108.36%和229.81%的优异

成绩；成立以来已取得216.29%的收益，

年化回报38.66%， 在同类524只偏股混

合型基金中列第35位。

操作风格灵活：兴全轻资产在2015

年一季度减少了去年底以来上涨较多

的金融地产配置， 增加了包括医药、消

费以及成长股的配置。 今年二季度，随

着市场的加速上涨，较大力度减持了前

期持有的部分已泡沫化的成长股，在二

季度后期增加了对金融、 消费的配置，

总体配置趋向保守，并降低了仓位。 二

季度的谨慎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控

制了基金的风险暴露，回撤远低于同业

平均水平。

基金经理管理业绩突出： 基金经理

谢治宇2007年加入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任研究员；2010年起在兴业全球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专户投资部任投资经

理。现担任兴全合润分级、兴全轻资产基

金经理，任职回报分别居于同类可比411

只基金的第12位、468只基金的第70位。

投资要点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05

年

11

月

16

日，主要投资具有良好成

长性且合理定价的股票，在利用金融工

程技术控制组合风险的前提下，谋求基

金资产的长期最大化增值。

业绩表现优异：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今年以来净值增长44.49%； 最近一年，

该基金凭借其稳定的投资管理能力取

得了57.22%的优异成绩，超越同期同类

可比开放混合型基金的平均水平；该基

金成立以来总回报高达807.28%， 年化

回报24.92%， 在同类可比524只产品中

列第73位。

投资策略连贯， 择股能力突出：过

去三年，该基金的仓位一直处在比较高

的水平。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希望基于中

国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并通过富国

成长型股票机制评估体系来建立富国

“G.D.P真钻投资组合” ，寻找成长股的

投资机会。 契约策略和基金经理自下而

上、专注于成长型投资和长期投资的风

格相得益彰。 从过去几年的运作效果来

看，基金的投资取得较好的业绩，基金

经理的投资策略较为连贯和稳定。

基金经理业绩十分突出：基金经理

朱少醒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任富国天

惠精选成长和基金汉盛的基金经理。 富

国天惠精选成长任职回报率高达

807.28%，年化回报24.91%，在同类可

比的72只偏股型基金中名列第8位。 基

金汉盛在其任职管理的一年零两个月

内也取得了79.50%的总回报。

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属于混合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

2008

年

5

月

27

日，通过持续、系统、深入的基本面

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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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统计区间业绩突出， 长期业绩更

优： 嘉实研究精选从2008年5月27日成立

以来，已取得320.48%的收益，年化回报高

达21.45%， 远高于于同类平均5.79%和沪

深300指数-0.1%的收益水平。从各区间表

现看，该基金长期业绩表现更为突出，近5

年收益率为129.54%，在同类可比299只基

金中排名第7；最近3年收益率为147.10%，

在同类可比第406只基金中位列第37；近1

年、2年业绩排名也均在前1/4水平， 今年

以来同样取得了35.87%的优秀业绩。

配置均衡，精选个股：从配置角度看，

嘉实研究精选优先考虑股票类资产的配

置，剩余资产配置于固定收益类和现金类

等大类资产， 行业配置方面较为均衡，蓝

筹成长兼顾，风格稳定。 在具体标的选择

上，股票方面采用“自下而上” 的精选策

略，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精选个股，构建股票投资组合，选股能力

十分突出。

基金经理业绩优秀： 嘉实研究精选

此前长期由明星基金经理张弢掌舵，业

绩优异， 陈少平接棒后并未让投资者失

望，交出了优秀的答卷。陈少平此前在泰

达宏利以善于选股著称， 加入嘉实基金

后管理的嘉实新收益和嘉实研究精选业

绩依然十分抢眼。

长盛电子信息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属于灵活配置混合型基

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投资

目标在于把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带

来的投资机遇机会， 分享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相关上市公司的持续投资收益。

各统计区间业绩名列前茅： 截至

2015年10月16日，长盛电子信息主题自

成立以来已取得121.7%的回报，年化回

报高达 38.66% ， 显著高于同期同类

23.96%的平均回报水平。 该基金为今年

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的业绩冠军， 收益

为123.71%；从中长期来看，最近1年、2

年 ， 该基金分别取得了 133.86% 和

128.56%的收益，在同类可比175只和92

只基金中均高居第3位。

聚焦电子信息产业，分享行业发展红

利：长盛电子信息产业聚集电子信息主题

相关产业，该产业为我国工业转型升级与

信息化社会建设的技术与物质基础。随着

我国新型工业化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电子信息主题相关产业在经济

和社会各领域将得到更为深入和广泛的

应用， 相关公司将会迎来高速发展。 自

2013年开始的实践也表明，电子信息主体

相关产业出现了大爆发，相关公司业绩十

分靓丽，出现了诸多优秀公司，在股价表

现上，电子信息产业相关公司更是A股的

领头羊，相对沪深300指数超额收益显著。

双博士基金经理掌舵， 业绩更有保

证：该基金由赵宏宇和杨衡共同掌舵，两

人均有博士学位，双博士掌舵，基金业绩

更有保证。

关注业绩稳健的选股型基金

国庆节后，A股市场持续反弹。 未来，A股量能持续走低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目前市场去杠杆已逐

步进入尾声，其对市场的影响也会逐步弱化；另一方面，中期A股在资金面、政策面及经济数据趋向企稳

并有所改善。 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低估值价值基金和有业绩支撑的真成长风格基金的均衡配置，注意控

制权益类资产的仓位水平，重点关注管理人选股能力出色且在震荡市中业绩表现突出的基金。

本次推荐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研究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盛电子信息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供投资者参考。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2015

年二季度

末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

(2015.10.13)

今年以来业绩

(2015.10.13)%

最近一年业绩

(2015.10.13)%

最近两年业绩

(2015.10.13)%

主要销售机构

163412

兴全轻资产 混合型

2012-04-05

谢治宇 兴业全球基金

11.69 2.2580 64.56 68.24 108.36

安信证券

,

方正证券

,

光大证券

,

广发证券

161005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混合型

2005-11-16

朱少醒 富国基金

41.95 2.3701 44.49 57.22 75.03

安信证券

,

北京银行，广发证券

,

海通证券

070013

嘉实研究精选 混合型

2008-05-27

陈少平 嘉实基金

68.66 2.8040 34.15 54.52 73.12

北京银行

,

方正证券

,

光大证券

,

广发证券

000063

长盛电子信息主题 混合型

2013-05-10

杨衡

,

赵宏宇 长盛基金

28.94 2.1410 116.04 121.41 116.26

光大证券

,

国金证券

,

华融证券

,

招商证券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汇添富价值精选：精选价值低估企业 选股能力较为突出

天相投顾 马永靖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是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发行的第5只权益类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09年1月，截至 2015年二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82 .73亿元 ，份额为 29 .35

亿份，成立以来规模得到了稳定的增长。

推荐理由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的股票投资比例为60%-95%，新的运作管理办法实施后，该基金由股票基金转型为混合基金中的积极配置型，其股票投资对象为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公司，重

点关注经营领先稳健型、并购重组型和资源低估型这三种类型的公司。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突出的风险分散及选股能力，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在2014年度被评为“五年期开放式股票 型持续 优

胜金牛基金” 。 在最近一期的天相基金绩效评级中，该基金被评为5A级基金。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优异，盈利能力突出。 截至2015年10月 14日，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上涨277 .57%，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232个百分点；最近五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16 .73%，位列同期 255只积极配

置混合基金第12位；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48 .48%，位列同期359只积极配置混合基金第22位；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上涨78 .25%，位列同期417只积极配置混合基金第6位；今年以来 ，该基金 依

然保持良好的业绩增长势头 ，净值上涨43 .35%，为投资者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回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经历了牛 、熊、震荡等各类市场，但各个年度都保持了同类基金前 1/3的业绩。

投资风格 ：操作风格稳健 ，选股能力出色。 良好的择时能力和出色的选股能力是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业绩优异的主要原因 。 从最新一期天相评级结果来看 ，该基金C.L指标得分在纳入统计范

围的484只开放式混合基金中排名第 38名，显示出其在三年运作中良好的择时能力。同时该基金M.C.V .指标得分排在同类基金第2名 ，选股能力排在同类基金前列。 2015年，该基金基本延续了价值

和成长相结合、根据估值水平变化对组合进行动态调整的策略，一季度增持了部分估值尚处合理区间的成长股，4、5月在市场大涨过程中逐步降低了组合中成长股的比重，延续了其 稳健的 操作

风格。

基金经理：陈晓翔曾任宁波中粮国际仓储运输有限公司业务员、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行业研究员、上海申银万国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行业研究员、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行业研究员 。 2007

年4月加入汇添富基金公司任行业研究员 ，现任股票投资副总监。 自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成立以来，陈晓翔一直掌管该基金，任职年化率为 22 .23%，在同期可比218名基金经理中排名第3名。

投资建议：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基金属于混合基金中的积极配置型品种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 ，并期望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