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局新兴产业 分享投资机遇

□天相投顾

12月以来，A股市场震荡上行，债券市场稳步上涨，货币市场维持宽松。展望2016年，市场面临注册制推出、熔断机制实施、经济下行压力依旧等客观因素，各机构对明年行情总体谨慎看多。对于投资热点，我们依旧看好新兴成长行

业，该行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附加值高、能耗低、污染低、综合效益好，行业没有显著的下行趋势且估值与增速较为匹配。 本期我们精选出四只相关基金进行分析比较，以供 投资者 参

考。

诺安灵活基金：稳控风险 收益出众

推荐理由：诺安灵活基金在长周期的市场洗礼下，秉持“积极调整、稳健投资” 的理念，灵活调仓控制风险，深入挖掘蓝筹股与成长股的投资价值，取得了较好的长期投资效果，尤为适合当前复杂的市场环境。 凭借长期优秀的风险控制能力和超额收益能力，该基金在2015年被评为“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安灵活” ）是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是诺安基金公司旗下的老牌明星基金产品。 诺安灵活成立于2008年 5月，迄今累计运作超过7年，经历了较完整的市场周期洗礼。 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 ，基金总份额23 .44亿份，净资产规模41 .80亿元。

历史业绩 ：诺安灵活基金业绩“稳中有进” ，长期收益超基准 ，短期稳健控风险。 诺安灵活自设立以来（截至2015年12月15日，下同）实现总业绩回报 235 .59%，年化收益率达 17 .33%，长期回报出众。 在业绩长跑历程中 ，该基金在大部分市场行情下均能取得超越基准、跑赢同类的业绩表现 。 在大跌年份基金下跌幅度较小 ，如2008年、2011

年同类混合型基金平均下跌48%和23%，该基金仅下跌10 .20%和16 .81%。 在大涨年份该基金能取得高收益，如2009年和 2014年该基金净值分别上涨73 .72%和60 .98%，年度业绩回报均排名同类混合基金前1/3。 综合 6个完整自然年度的表现 ，该基金有5年跑赢基准，体现了较稳定的超额收益能力。 2015年以来该基金净值增长20 .17%，最近三个

月反弹14 .87%，短期业绩表现与主板相关度较高，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大盘平衡型投资风格。

投资风格 ：该基金灵活调仓积极把握市场趋势，稳健投资注重安全边际。 大类资产配置方面，该基金拥有30%至80%的股票持仓空间 ，实际投资中长期股票仓位65%左右 ，调整灵活，季度间多次增减仓20个百分点。 2015年三季度，该基金力控风险大幅减仓26个百分点，以尽量确保在上半年的收益。 从投资组合来看，该基金长期践行“稳

健投资” ，注重持股的安全边际和投资机会的确定性。 在这一思路的主导下，该基金偏好配置具有一定安全边际的大盘价值股、消费股，精选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成长股，并根据经济环境和估值情况谨慎操作。 从实际投资效果来看，除在 2013年创业板极端强势的行情下显得较为保守，大部分市场行情下该基金均较好把握了市场的大趋

势，有效控制风险的同时适度进取，取得了超越同类和基准的收益表现。 基金经理夏俊杰5年来坚守了一贯的稳健投资风格 ，并在长周期市场复杂的博弈环境中不断优化投资策略 ，投资风格趋于成熟。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该基金属于较高风险品种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高、并期望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长期配置。 （上海证券）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混合是一只积极配置混合型基

金，成立于2012年6月12日。根据2015年三季报数据显

示，三季度末基金资产规模为57.37亿元，现任基金经

理任泽松是中邮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 任职以来业绩

突出，名列同业前列。 该基金通过布局新兴产业，获得

丰厚回报。

业绩突出，历年回报优异：该基金一直坚持积极投

资寻求超额回报，截至2015年12月15日，成立以来累

计增长达到518.4%；2013年全年实现80.38%的增长

率，在全行业中排名第1；2014年全年实现57.29%的增

长率，位列行业上游；今年以来，该基金再次保持优异

的业绩回报，增长率达到108.57%。

布局新兴产业，分享投资机遇：该基金投资于战略

性新兴产业相关股票比例不低于基金股票资产的

80%，是一只主题基金。该基金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可

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新兴力量, 孕育着

资本市场上的重大投资机会。 根据各项重要的经济指

标分析宏观经济发展变动趋势， 判断当前所处的经济

周期，进而对未来做出科学预测，通过主题投资策略重

点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个股， 极大的分享这一投

资机遇。

出色选股长期持有，聚焦中小盘股投资：该基金通

过出色的选股能力，今年，该基金连续三季度重仓持有

尔康制药、旋极信息、东方网力、乐视网、腾信股份等8

只创业板股票。截至2015年12月15日，乐视网、东方网

力、腾信股份今年以来涨幅超过了150%，其中乐视网

涨幅达到299%。

兴全轻资产

兴全轻资产是一只混合型基金， 设立于

2012年4月， 根据2015年三季报数据显示，三

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12.15亿元。 现任基

金经理谢治宇先生重视风险控制，长期业绩突

出。 该基金主要以挖掘“轻资产公司” 为投资

策略， 力求获取当前收益及实现长期资本增

值。

投资风格稳健,长期业绩突出：截至2015

年12月15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累计取得了

281.15%的优异回报。今年以来，2014年，2013

年该基金净值增长分别为98.31% ，37.58% ，

38.45%，历年业绩均位于同类的前四分之一。

围绕轻资产，把握投资机会：定性与定量

研究相结合挖掘“轻资产公司” 为主线进行价

值投资，该基金积极配置于那些在产品、服务

以及业务属性上具有轻资产特征的行业，重点

关注包括金融、服务、科技、传媒、文化、娱乐、

教育、物流、零售等在内的第三产业或服务业。

及时调整策略，寻求业绩再增长：该基金

三季度对仓位进行调整，减持蓝筹股，增加成

长股占比，整体策略转守为攻。 在二季度末系

统风险较大时，基金经理增持蓝筹股等措施较

好的控制了基金的风险暴露，使得该基金回撤

幅度远低于同类平均。

基金经理前瞻性强，践行价值投资：基金

经理谢治宇拥有8年从业经历， 任兴全轻资产

基金经理以来该基金阶段收益率83.71%，比

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高37.59%。 他坚持正

确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投资理念，致力于

追求长期可持续的业绩表现，其管理的基金业

绩优良。

浦银安盛新兴产业

浦银安盛新兴产业混合是

一只混合型基金，设立于2013年

3月， 根据2015年三季报数据显

示，三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

1.71亿元。 该基金通过对战略新

兴产业的及国家政策的持续跟

踪，结合行业研究分析，对属于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主题范畴

的上市公司进行重点投资。

重点投资新兴产业，寻求快

速增长：该基金投资于战略新兴

产业及其相关行业股票的比例

不低于股票资产的80%，是一只

主题基金。 该基金通过资产的积

极灵活配置，并重点关注国家战

略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

投资机会，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

稳定增长。

仓位控制灵活，择时能力优

异：基金经理吴勇先生拥有11年

金融证券从业经历，拥有较强的

前瞻性以及果断的策略转变能

力，该基金在2015年二季度前期

保持了信息服务、通信等行业的

超配。 在二季度中后期，判断市

场整体估值较高，及时调整投资

策略将股票仓位控制在1.73%，

并阶段性参与新股申购，从而躲

过了二季度末的首轮大跌，使得

该基金在股市大跌中保持了较

小的回撤。

基金管理人权益类管理能

力突出：浦银安盛成立于2007年

8月5日，是一家中法合资的银行

系基金管理公司。 在天相投顾

2015年基金公司评级中，浦银安

盛连续三个季度在积极偏股型

基金公司综合实力评价中获得

AAAAA。 截至2015年12月15

日，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业和浦

银安盛精致生活近年以来净值

增长分别为133.54%、117.33%，

在全行业排名中分别位列第5和

第8。

新华行业轮换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设立于2013年6月，现任基金经理李会忠选股能力

较强。该基金主要通过把握行业周期轮换规律，动态调整基金股票资产在不同行业之

间的配置比例，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进行积极的大类资产配置，力求实现基金资产净

值长期稳定地持续增长。

择时能力良好，及时把握反弹：在6月份面对市场的系统风险时，该基金自6月15

至7月8号产生0.53%的最大回撤，在同类基金中回撤较小。 在大跌时及时调整仓位至

0.77%，回避了风险，并在反弹中把握时机，及时加仓，三季度末的仓位达到60.63%，

表明基金经理良好的择时能力。

把握行业周期轮换规律，获取超额收益：该基金借助新华基金自行开发的“新华

三维行业周期轮换模型（MVQ模型）” ，寻找预期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的行业，并重点

配置其中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并且灵活准确把握各大类资产投资时机，提高基金业

绩。 根据基金三季报显示，截止2015年9月30日，该基金主要投资于制造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和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从具体操作上看，重仓

股集中较低，投资较为分散。

基金经理践行分散投资理念：现任基金经理李会忠投资研究经验丰富，拥有8年

从业经历，曾任新华基金投资管理部行业分析师。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工

程部副总监。 他坚持分散投资，在市场的不同阶段，有所侧重但不单一配置的投资风

格。 他的任职年化收益率达到85.37%，显示出较高的基金管理能力。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公司

2015

年三季度

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

（

2015.12.15)

过去三个月

（

2015.12.15)%

过去一年

（

2015.12.15)%

过去三年

（

2015.12.15)%

管理费率

（

%

）

托管费率

（

%

）

主要销售机构

590008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混合 混合

->

积极配置型

2013

年

6

月

12

日 任泽松 中邮创业

57.37 6.1840 79.19 85.82 531.02 1.50 0.25

交通银行，晋商银行，上海银行，兴业银行

163412

兴全轻资产混合 混合

->

积极配置型

2012

年

4

月

5

日 谢治宇 兴业全球

12.15 2.7210 47.00 71.07 309.83 1.50 0.25

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

519156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 混合

->

灵活配置型

2013

年

6

月

5

日 栾江伟、李会忠 新华

6.83 1.5060 34.83 151.43 - 1.50 0.25

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浙商银行，工商银行

519120

浦银安盛新兴产业混合 混合

->

灵活配置型

2013

年

3

月

25

日 吴勇 浦银安盛

1.71 2.9660 69.20 107.12 - 1.50 0.25

交通银行，宁波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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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金牛基金追踪

推

荐

理

由

诺安灵活基金在长周期

的市场洗礼下，秉持“积极

调整、稳健投资”的理念，灵

活调仓控制风险，深入挖掘

蓝筹股与成长股的投资价

值，取得了较好的长期投资

效果，尤为适合当前复杂的

市场环境。 凭借长期优秀的

风险控制能力和超额收益

能力，该基金在

2015

年被评

为“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

续优胜金牛基金”。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兴全轻资产 新华行业轮换

浦银安盛新兴产业

诺安灵活基金：稳控风险 收益出众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诺安灵活” ）是一

只灵活配置型基金，是诺安基金公司

旗下的老牌明星基金产品。 诺安灵活

成立于2008年5月， 迄今累计运作超

过7年， 经历了较完整的市场周期洗

礼。 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基金总份

额23.44亿份，净资产规模41.80亿元。

历史业绩： 诺安灵活基金业绩

“稳中有进” ，长期收益超基准，短期

稳健控风险。 诺安灵活自设立以来

（截至2015年12月15日，下同）实现

总业绩回报235.59%， 年化收益率达

17.33%，长期回报出众。 在业绩长跑

历程中， 该基金在大部分市场行情下

均能取得超越基准、 跑赢同类的业绩

表现。 在大跌年份基金下跌幅度较小，

如2008年、2011年同类混合型基金平

均下跌48%和23% ， 该基金仅下跌

10.20%和16.81%。 在大涨年份该基金

能取得高收益，如2009年和2014年该

基金净值分别上涨73.72%和60.98%，

年度业绩回报均排名同类混合基金前

1/3。 综合6个完整自然年度的表现，该

基金有5年跑赢基准，体现了较稳定的

超额收益能力。 2015年以来该基金净

值增长 20.17% ， 最近三个月反弹

14.87%， 短期业绩表现与主板相关度

较高， 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大盘平衡型

投资风格。

投资风格：该基金灵活调仓积极把

握市场趋势， 稳健投资注重安全边际。

大类资产配置方面，该基金拥有30%至

80%的股票持仓空间，实际投资中长期

股票仓位65%左右，调整灵活，季度间多

次增减仓20个百分点。 2015年三季度，

该基金力控风险大幅减仓26个百分点，

以尽量确保在上半年的收益。 从投资组

合来看，该基金长期践行“稳健投资” ，

注重持股的安全边际和投资机会的确

定性。 该基金偏好配置具有一定安全边

际的大盘价值股、消费股，精选具有长

期投资价值的成长股， 并根据经济环境

和估值情况谨慎操作。 从实际投资效果

来看，除在2013年创业板极端强势的行

情下显得较为保守， 大部分市场行情下

该基金均较好把握了市场的大趋势，有

效控制风险的同时适度进取， 取得了超

越同类和基准的收益表现。 基金经理夏

俊杰5年来坚守了一贯的稳健投资风格，

并在长周期市场复杂的博弈环境中不断

优化投资策略，投资风格趋于成熟。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该基金属

于较高风险品种，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

较高、 并期望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

长期配置。 （上海证券）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混合是一只积极

配置混合型基金，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

根据

2015

年三季报数据显示，三季度末基

金资产规模为

57.37

亿元， 现任基金经理

任泽松是中邮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任职

以来业绩突出，名列同业前列。 该基金通

过布局新兴产业，获得丰厚回报。

业绩突出，历年回报优异：该基金一

直坚持积极投资寻求超额回报， 截至

2015年12月15日， 成立以来累计增长达

到518.4%；2013年全年实现80.38%的增

长率， 在全行业中排名第1；2014年全年

实现57.29%的增长率，位列行业上游；今

年以来， 该基金再次保持优异的业绩回

报，增长率达到108.57%。

布局新兴产业，分享投资机遇：该基

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股票比例

不低于基金股票资产的80%， 是一只主

题基金。 该基金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可

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新兴

力量, 孕育着资本市场上的重大投资机

会。 根据各项重要的经济指标分析宏观

经济发展变动趋势， 判断当前所处的经

济周期，进而对未来做出科学预测，通过

主题投资策略重点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

相关个股，极大的分享这一投资机遇。

出色选股长期持有，聚焦中小盘股投

资：该基金通过出色的选股能力，今年，该

基金连续三季度重仓持有尔康制药、旋极

信息、东方网力、乐视网、腾信股份等8只

创业板股票。 截至2015年12月15日，乐视

网、东方网力、腾信股份今年以来涨幅超

过了150%，其中乐视网涨幅达到299%。

兴全轻资产是一只混合型基金，设

立于

2012

年

4

月，根据

2015

年三季报数据

显示，三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

12.15

亿元。 现任基金经理谢治宇先生重视风

险控制，长期业绩突出。该基金主要以挖

掘“轻资产公司”为投资策略，力求获取

当前收益及实现长期资本增值。

投资风格稳健,长期业绩突出：截至

2015年12月15日，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累

计取得了281.15%的优异回报。 今年以

来，2014年，2013年该基金净值增长分

别为98.31%，37.58%，38.45%， 历年业

绩均位于同类的前四分之一。

围绕轻资产，把握投资机会：定性与

定量研究相结合挖掘 “轻资产公司” 为

主线进行价值投资， 该基金积极配置于

那些在产品、 服务以及业务属性上具有

轻资产特征的行业，重点关注包括金融、

服务、科技、传媒、文化、娱乐、教育、物

流、零售等在内的第三产业或服务业。

及时调整策略，寻求业绩再增长：该基

金三季度对仓位进行调整，减持蓝筹股，增

加成长股占比，整体策略转守为攻。在二季

度末系统风险较大时， 基金经理增持蓝筹

股等措施较好地控制了基金的风险暴露，

使得该基金回撤幅度远低于同类平均。

基金经理前瞻性强，践行价值投资：

基金经理谢治宇拥有8年从业经历，任兴

全轻资产基金经理以来该基金阶段收益

率83.71%，比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高

37.59%。 他坚持正确的长期投资、价值

投资的投资理念， 致力于追求长期可持

续的业绩表现，其管理的基金业绩优良。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设立于

2013

年

6

月， 现任基金经理李会忠选股能

力较强。该基金主要通过把握行业周期轮

换规律，动态调整基金股票资产在不同行

业之间的配置比例，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

进行积极的大类资产配置，力求实现基金

资产净值长期稳定地持续增长。

择时能力良好，及时把握反弹：在6月

份面对市场的系统风险时， 该基金自6月

15至7月8日产生0.53%的最大回撤，在同

类基金中回撤较小。在大跌时及时调整仓

位至0.77%，回避了风险，并在反弹中把

握时机，及时加仓，三季度末的仓位达到

60.63%，表明基金经理良好的择时能力。

把握行业周期轮换规律，获取超额收

益：该基金借助新华基金自行开发的“新

华三维行业周期轮换模型 （MVQ模

型）” ， 寻找预期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的行

业，并重点配置其中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

并且灵活准确把握各大类资产投资时机，

提高基金业绩。根据基金三季报显示，截至

2015年9月30日， 该基金主要投资于制造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

地产业和批发和零售等行业。 从具体操作

上看，重仓股集中度较低，投资较为分散。

基金经理践行分散投资理念：现任基

金经理李会忠投资研究经验丰富， 拥有8

年从业经历，曾任新华基金投资管理部行

业分析师。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

融工程部副总监。 他坚持分散投资，在市

场的不同阶段，有所侧重但不单一配置的

投资风格。 他的任职年化收益率达到

85.37%，显示出较高的基金管理能力。

浦银安盛新兴产业混合是一只混合

型基金，设立于

2013

年

3

月，根据

2015

年

三季报数据显示， 三季度末该基金资产

规模为

1.71

亿元。该基金通过对战略新兴

产业及国家政策的持续跟踪， 结合行业

研究分析， 对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主题范畴的上市公司进行重点投资。

重点投资新兴产业，寻求快速增长：

该基金投资于战略新兴产业及其相关行

业股票的比例不低于股票资产的80%，

是一只主题基金。 该基金通过资产的积

极灵活配置， 并重点关注国家战略新兴

产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投资机会， 谋求

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长。

仓位控制灵活，择时能力优异：基金

经理吴勇先生拥有11年金融证券从业经

历， 拥有较强的前瞻性以及果断的策略

转变能力， 该基金在2015年二季度前期

保持了信息服务、通信等行业的超配。 在

二季度中后期，判断市场整体估值较高，

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将股票仓位控制在

1.73%，并阶段性参与新股申购，从而躲

过了二季度末的首轮大跌， 使得该基金

在股市大跌中保持了较小的回撤。

基金管理人权益类管理能力突出：浦

银安盛成立于2007年8月5日， 在天相投

顾2015年基金公司评级中， 浦银安盛连

续三个季度在积极偏股型基金公司综合

实力评价中获得AAAAA。 截至2015年

12月15日， 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业和浦

银安盛精致生活今年以来净值增长分别

为133.54%、117.33%，在全行业排名中分

别位列第5和第8。

布局新兴产业 分享投资机遇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12月以来，A股市场震荡上行，债券市场稳步上涨，货币市场维持宽松。 展望2016

年，市场面临注册制推出、熔断机制实施、经济下行压力依旧等客观因素，各机构对明

年行情总体谨慎看多。对于投资热点，我们依旧看好新兴成长行业，该行业对经济社会

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附加值高、能耗低、污染低、综

合效益好，行业没有显著的下行趋势且估值与增速较为匹配。 本期我们精选出四只相

关基金进行分析比较，以供投资者参考。

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