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推荐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

华泰价值增长：

产品简介：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泰价值增长” ）成立于 2008年7月16日。 该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重点投资市场估值相对较低、基本面良好、能够为股东持续创造价值的公司。

投资要点：

历史业绩持续优良：自成立以来，基金已取得290 .67%的收益率，复权年化收益率达 19 .91%。 基金业绩持续优良，长期、中期、短期业绩均表现出众，最近一年、最近两年、最近三年分别实现了66 .12%、121 .29%和 169 .38 � %的投资收 益

率，排名稳居同业前 10%。

择时具备前瞻性：基金股票仓位调整灵活，在大多数时候基本不做仓位调整，在趋势将来时则敢于大幅调仓。 2014年三季度基金于牛市来临之前大幅加仓23个百分点至 93 .93%的高位水平，充分分享到后市的上涨收益，体现出其出

众的市场预见性和强劲择时能力。

选股出众持股分散：基金注重选股，重点挖掘市场中基本面较好、成长性较为明确、市场估值相对较低的绩优产品，持股多为经济转型新方向的行业龙头；基金积极把握个股阶段性投资机会，最近两个季度重仓股 较上一 季度的 留

存只数仅1只。 但基金持有个股多表现出众，以2015年三季度末持有重仓股为例，在三季度相应重仓股平均下跌19 .99%，同期上证指数大跌28 .63%，在四季度上述重仓股（不包括停牌股）平均上涨44 .87%，同期上证指数仅涨 15 .93%。 基

金同时注重分散化投资，以有效控制个股特质风险，2015年一季度以来持股集中度持续下行，2015年三季度末基金前十大重仓股集中度控制在14 .10%的超低水平。

诺安灵活配置

产品简介：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安灵活配置” ）成立于2008年5月 20日。 该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注重持股的安全边际和投资机会的确定性，积极投资灵活调仓，稳健选股力控风险。

投资要点：

业绩长期优良，持续获取正收益：自成立以来，基金已取得 214 .03%的收益率，复权年化收益率达16 .11%。 基金业绩长期优于短期，在震荡行情和蓝筹行情中表现尤为出众。 基金在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分别实现 了 7 .10% 、

7.56%、60 .98%、22 .56%的收益率。

顺势调仓稳健选股：该基金拥有30%至 80%的股票持仓空间，实际投资中基金以65%为股票仓位中枢积极择时，仓位调整尊重注重市场趋势演绎顺势而为，基金在2014年至 2015年上半年持续加仓，在2015年三季度则快速减仓，减 仓

幅度达到26个百分点，为基金赢得超额收益。 基金另一优势在于其出众的选股能力，其选股注重投资机会的确定性和个股安全边际，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大中盘蓝筹风格 ，所选重仓股整体表现较好。

分散投资力控风险。 基金注重分散投资，持股集中度长期低于同类基金产品，2015年三季度末基金前十大重仓股集中度仅29 .84%。 分散投资有效控制了风险，并借助良好的选股择时能力赢得出众的组合管理效果 ，统计显示 2013年

至2015年基金组合风险控制在市场风险的0 .64左右,却实现了91 .51%的收益率，大幅超越上证指数35个百分点，体现出较高的风险收益交换效率，并显著优于混合型基金平均水平。

华夏蓝筹核心

产品简介：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夏蓝筹核心” ）成立于2007年4月 24日。 该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核心资产采取买入并持有策略，重点投资于大盘蓝筹股票，具备典型的大盘蓝筹投资风格。

投资要点：

历史业绩持续稳定：自成立以来，基金已取得75 .24%的收益率，截至2015年底三年年化收益率达23 .22%，年化波动率则控制在 21 .89%，优于同期市场基准和同类基金表现。 基金在各个阶段均实现了较为稳定正收益，2012年、2013年、

2014年、2015年收益率分别为7 .10%、15 .97%、29 .29%和30 .23%。

核心配置大盘蓝筹，卫星灵活投资增厚收益：基金投资实施“核心-卫星策略 ” ，将股票资产分为两大部分，其中 80%以上的核心部分重点投资于大盘蓝筹股，以分享中国经济增长。 余下部分作为卫星组合，灵活采用多种策略，积极

主动的投资于新股、中小盘股、资产重组股、衍生工具等，追求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超额收益，并有效分散基金整体组合风险。

选股聚焦细分行业龙头：在实际运作中，基金较少实施择时操作，投资重心聚焦于个股选择，并坚持长期投资、分散投资，季度间重仓股留存度较高，个股投资相对分散，近三年前十大重仓股 集中度 基本维 持在 30%左右 的低位 水

平。 基金持股多为在细分行业中具备核心竞争优势、处于领先地位的龙头公司，这些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稳定且治理良好，财务健康增长稳定、市场估值处于合理水平，通常整体市值较大，体现出典型的大盘蓝筹投资风格。

博时主题行业

产品简介：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博时主题行业” ）成立于2005年1月 6日。 该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投资聚焦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及消费升级三大主题 ，分享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高速成长。

投资要点：

长期业绩优良，震荡市表现出众：自成立以来，基金已取得 802 .49%的收益率，在连续 11年的运作中实现了22 .07%复权年化收益率，业绩表现稳定并持续出众。基金在震荡行情中表现尤为较好，其中在 2011年、2012年的震荡行情中投

资业绩稳居同业前10%。

聚焦三大行业，行业增强式运作：基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城市化 、工业化及消费升级这三大可投资的主题，其中工业化过程既是基础设施迅速完善及能源与矿产资源消费快速增长的过程，也是中国社 会逐步 城市化 的过

程 ；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快速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必然带来消费的繁荣和消费的逐步升级 。 因此基金将80％的股票资产投资于三个主题相对应的三大行业，即基础设施、原材料及消费品行业，实施行业增强式投资策略，力图

分享中国城市化 、工业化及消费升级进程中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高速成长。

坚持长期投资，侧重大盘蓝筹。 长期以来基金重仓股留存度基本保持在5只以上，在 2015年三季度末的重仓股名单中，招商银行、中国平安的持有周期已经超过三年，美的集团、五粮液等股票也多次出现在基金重仓股中。 从持有的

品种来看 ，基金长期偏好于收益确定估值、低的大盘蓝筹风格股票，体现出典型的大盘投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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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利丰债券基金是长信基

金公司旗下第一只债券型基金，

也是该公司旗下首只二级债基。

该基金设立于

2008

年

12

月

29

日，

截至

2015

年四季度末， 该基金资

产规模为

92.66

亿元， 长信基金在

天相

2015

年四季度公司综合实力

评级中获

AAAAA

评级。

华泰价值增长 诺安灵活配置 华夏蓝筹核心

博时主题行业

长信利丰：业绩稳定居前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由明星基

金经理李小羽管理，长期业绩排名

居前，业绩稳定性较好。 随着基金

业绩的提升，该基金的规模也出现

了稳定的增长。 该基金是二级债

基，主要投资债券市场，同时通过

参与股票投资，以期获得较高的回

报。 凭借良好的盈利能力、出色的

业绩稳定性，长信利丰债券基金在

2014年度金牛基金评奖中被评为

“五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

牛基金” 。

历史业绩：历史业绩优异，业绩

稳定性良好。 根据天相投顾数据显

示，截至2016年1月14日，长信利丰

债 券 基 金 设 立 以 来 净 值 上 涨

108.08%， 比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

益高70.76% ， 比同期上证指数高

48.77%， 位列同类二级债基第12

位；成立7年多来，该基金除了2011

年债券大跌时业绩为负之外，其余6

年每年均取得了正收益， 且业绩排

名均位于同类前30%。 2015年业绩

增长27.54%， 在纳入范围的143只

二级债基A类份额中排名第8位，为

投资者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回报。

投资风格：风格稳健。 长信利丰

债券基金从成立至今一直都是由基

金经理李小羽管理， 该基金经理现

任长信基金公司总经理助理和固定

收益部总监，其投资风格较为稳健，

固定收益管理能力得到业内认可。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主要以企业债为

投资对象，其成立以来企业债市值占

基 金 资 产 净 值 的 平 均 比 例 为

66.91%。 对于转债投资，该基金投资

比例较低，成立以来可转债市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的平均比例仅为7.83%。

投资建议：长信利丰债券基金属

于债券型基金中的二级债基，风险等

级为中等风险，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不

高，偏好债券型基金并期望少量参与

股票投资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选

择。 （天相投顾 马永靖 陈善枫）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华泰价值增长”）成立于

2008

年

7

月

16

日。 该基金属于混合型基

金，重点投资市场估值相对较低、基本面

良好、能够为股东持续创造价值的公司。

历史业绩持续优良：自成立以来，基

金已取得290.67%的收益率，复权年化收

益率达19.91%。 基金业绩持续优良，长

期、中期、短期业绩均表现出众，最近一

年、 最近两年、 最近三年分别实现了

66.12%、121.29%和169.38%的投资收益

率，排名稳居同业前10%。

择时具备前瞻性： 基金股票仓位调

整灵活， 在大多数时候基本不做仓位调

整，在趋势将来时则敢于大幅调仓。 2014

年三季度基金于牛市来临之前大幅加仓

23个百分点至93.93%的高位水平， 充分

分享到后市的上涨收益， 体现出其出众

的市场预见性和强劲择时能力。

选股出众 持股分散：基金注重选股，

重点挖掘市场中基本面较好、成长性较为

明确、 市场估值相对较低的绩优产品，持

股多为经济转型新方向的行业龙头；基金

积极把握个股阶段性投资机会，最近两个

季度重仓股较上一季度的留存只数仅1

只。 但基金持有个股多表现出众，以2015

年三季度末持有重仓股为例，在三季度相

应重仓股平均下跌19.99%， 同期上证指

数大跌28.63%，在四季度上述重仓股（不

包括停牌股）平均上涨44.87%，同期上证

指数仅涨15.93%。 基金同时注重分散化

投资，2015年三季度末基金前十大重仓

股集中度控制在14.10%的超低水平。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诺安灵活配置”）成立于

2008

年

5

月

20

日。该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注重

持股的安全边际和投资机会的确定性，积

极投资灵活调仓，稳健选股力控风险。

业绩长期优良， 持续获取正收益：自

成立以来， 基金已取得214.03%的收益

率，复权年化收益率达16.11%。 基金业绩

长期优于短期，在震荡行情和蓝筹行情中

表现尤为出众。 基金在2012年、2013年、

2014 年、2015 年分别实现了 7.10% 、

7.56%、60.98%、22.56%的收益率。

顺势调仓稳健选股：该基金拥有30%

至80%的股票持仓空间，实际投资中基金

以65%为股票仓位中枢积极择时，仓位调

整尊重注重市场趋势演绎顺势而为，基金

在2014年至2015年上半年持续加仓，在

2015年三季度则快速减仓， 减仓幅度达

到26个百分点，为基金赢得超额收益。 基

金另一优势在于其出众的选股能力，其选

股注重投资机会的确定性和个股安全边

际， 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大中盘蓝筹风格，

所选重仓股整体表现较好。

分散投资力控风险：基金注重分散投

资， 持股集中度长期低于同类基金产品，

2015年三季度末基金前十大重仓股集中

度仅29.84%。并借助良好的选股择时能力

赢得出众的组合管理效果，统计显示2013

年至2015年基金组合风险控制在市场风

险的0.64左右, 却实现了91.51%的收益

率，大幅超越上证指数35个百分点，体现

出较高的风险收益交换效率，并显著优于

混合型基金平均水平。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华夏蓝筹核心”）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24

日。 该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核心资

产采取买入并持有策略，重点投资于大盘

蓝筹股票，具备典型的大盘蓝筹投资风格。

历史业绩持续稳定：自成立以来，基

金已取得75.24%的收益率，截至2015年

底三年年化收益率达23.22%， 年化波动

率则控制在21.89%， 优于同期市场基准

和同类基金表现。 基金在各个阶段均实

现了较为稳定正收益，2012年、2013年、

2014年、2015年收益率分别为7.10% 、

15.97%、29.29%和30.23%。

核心配置大盘蓝筹，卫星灵活投资增

厚收益： 基金投资实施 “核心-卫星策

略” ，将股票资产分为两大部分，其中80%

以上的核心部分重点投资于大盘蓝筹股，

以分享中国经济增长。 余下部分作为卫星

组合，灵活采用多种策略，积极主动的投资

于新股、中小盘股、资产重组股、衍生工具

等， 追求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超

额收益，并有效分散基金整体组合风险。

选股聚焦细分行业龙头：在实际运作

中，基金较少实施择时操作，投资重心聚焦

于个股选择，并坚持长期投资、分散投资，

季度间重仓股留存度较高， 个股投资相对

分散， 近三年前十大重仓股集中度基本维

持在30%左右的低位水平。 基金持股多为

在细分行业中具备核心竞争优势、 处于领

先地位的龙头公司， 这些公司经营管理团

队稳定且治理良好，财务健康增长稳定、市

场估值处于合理水平，通常整体市值较大，

体现出典型的大盘蓝筹投资风格。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博时主题行业”）成立于

2005

年

1

月

6

日。该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投资聚焦

于中国城市化、 工业化及消费升级三大主

题，分享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高速成长。

长期业绩优良，震荡市表现出众：自

成立以来， 基金已取得802.49%的收益

率， 在连续11年的运作中实现了22.07%

复权年化收益率， 业绩表现稳定并持续

出众。 基金在震荡行情中表现尤为较好，

其中在2011年、2012年的震荡行情中投

资业绩稳居同业前10%。

聚焦三大行业，行业增强式运作：基金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城市化、 工业

化及消费升级这三大可投资的主题， 其中

工业化过程既是基础设施迅速完善及能源

与矿产资源消费快速增长的过程， 也是中

国社会逐步城市化的过程； 而在工业化和

城市化过程中， 快速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

必然带来消费的繁荣和消费的逐步升级。

因此基金将80％的股票资产投资于三个主

题相对应的三大行业，即基础设施、原材料

及消费品行业，实施行业增强式投资策略，

力图分享中国城市化、 工业化及消费升级

进程中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高速成长。

坚持长期投资，侧重大盘蓝筹：长期以

来基金重仓股留存度基本保持在5只以上，

在2015年三季度末的重仓股名单中，招商

银行、中国平安的持有周期已经超过三年，

美的集团、 五粮液等股票也多次出现在基

金重仓股中。从持有的品种来看，基金长期

偏好于收益确定估值、 低的大盘蓝筹风格

股票，体现出典型的大盘投资风格。

个股分化加大 配置大盘蓝筹基金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预计2016年股指将在汇率波动、债务风险的冲击中快速震荡，受经济转型进程和政策

推动，市场投资机会以阶段性、结构性和主题性投资机会为主，个股分化将显著加大。 但另

一方面，受累市场情绪脆弱敏感，股票市场震荡有望加快，市场热点切换频繁，这无疑给市

场择时带来巨大难度。 因此，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配置相对均衡、精于选股、投资分散且流

动性好、历史业绩稳定的基金，核心配置风格偏向大盘蓝筹的基金。 本文推荐符合上述要求

的四只基金产品，以供投资者参考。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2015

三季度

末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

(

元

,2016.1.15)

最近三个月业绩

(2016.1.15)%

最近一年业绩

(2016.1.15) %

最近两年业绩

(2016.1.15) %

主要销售机构

460005

华泰价值增长 混合型

2008/7/16

方纬 华泰柏瑞基金

10.78 2.64 1.26 66.12 121.29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国泰君安

320006

诺安灵活配置 混合型

2008/5/20

夏俊杰 诺安基金

43.12 1.88 -0.84 12.58 86.22

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160311

华夏蓝筹核心 混合型

2007/4/24

董阳阳

,

王怡欢 华夏基金

50.00 1.20 -10.91 7.91 41.13

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上海证券

160505

博时主题行业 混合型

2005/1/6

王俊

,

蔡滨 博时基金

73.27 2.74 -3.72 4.14 78.57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

(金牛点评 )长信利丰：业绩稳定居前

天相投资 马永靖 陈善枫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是长信基金公司旗下第一只债券型基金，也是该公司旗下首只二级债基。 该基金设立于2008年12月 29日，截至2015年四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 92 .66亿 元 ，

长信基金在天相2015年四季度公司综合实力评级中获AAAAA评级。

推荐理由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由明星基金经理李小羽管理，长期业绩排名居前，业绩稳定性较好。 随着基金业绩的提升，该基金的规模也出现了稳定的增长。 该基金是二级债基，

主要投资债券市场，同时通过参与股票投资，以期获得较高的回报 。 凭借良好的盈利能力、出色的业绩稳定性，长信利丰债券基金在 2014年度金牛基金评奖中被评为“五 年期开 放式

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历史业绩：历史业绩优异 ，业绩稳定性良好。 根据天相投顾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 1月14日，长信利丰债券基金设立以来净值上涨108 .08%，比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 高 70 .76% ，比

同期上证指数高48 .77%，位列同类二级债基第12位；成立7年多来，该基金除了2011年债券大跌时业绩为负之外，其余 6年每年均取得了正收益，且业绩排名均位于同类前30%。 2015年

业绩增长 27 .54%，在纳入范围的 143只二级债基A类份额中排名第8位，为投资者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回报 。

投资风格 ：风格稳健。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从成立至今一直都是由基金经理李小羽管理，该基金经理现任长信基金公司总经理助理和固定收益部总监，其投资风格较为稳健 ，固定

收益管理能力得到业内认可。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主要以企业债为投资对象，其成立以来企业债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平均比例为66 .91%。 对于转债投资，该基金投资比例较低，成立

以来可转债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平均比例仅为7 .83%。

投资建议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中的二级债基，风险等级为中等风险，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不高，偏好债券型基金并期望少量参与股票投资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选

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