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银主题优选：投资风格稳健 中长期业绩突出

推荐理由：交银主题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设定为30%-80%，仓位的上限限制使得该基金风格较为稳健。 该基金坚持价值投资，通过前瞻性的主题优选，积极把握行业和个股投资机会以此获取投资收益。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和择时能力，交银主题基金在 2014

年度金被评为“2014年度开放式混合型金牛基金” 。

交银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以下简称“交银主题” ）是交银施罗德基金旗下发行的第3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10年 6月，截至 2015年四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9 .16亿元，份额为4 .73亿份，管理规模稳定增长。

历史业绩：中长期业绩亮眼。 交银主题的中长期业绩表现较为突出。 截至2016年 3月9日，该基金最近一年净值上涨 22 .36%，位列同期296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第35位；最近两年该基金净值上涨97 .32%，位列同期192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第9位；最近三年该

基金净值上涨64 .86%，位列同期 138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第44位。 该基金成立 5年多来在牛、熊、震荡市中洗礼，2012年和2014年的全年业绩尤为突出，分别取得了 14 .46%和59 .49%的净值收益，均位列同类基金前10名之列。

投资风格：仓位限制，风格稳健。 该基金股票市值占基金资产的比例限定在 30%-80%之间，并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对股票仓位进行适时调整，选择经济发展的热点主题进行资产配置与投资。 仓位上限不高于80%的限制使得该基金风格较为稳健，与采用高

仓位博取高收益的权益类基金相比，该基金风险收益水平有所降低，从历史业绩走势来看 ，波动性不高。 从行业配置上来看 ，该基金长期看好制造业，持仓比重大部分在30%左右，并且偏好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在2014年三季度以及四季度重仓持有金融业 与房地

产业使得该基金在2014年度业绩突出。 2015年上半年，该基金小幅加仓了信息技术行业，但仓位占比在10%左右。 2015年四季度该基金继续加码蓝筹股配置比例，尤其是加大了房地产业的配置比例，并寻求高分红率且需求稳定的行业。 另外，该基金持股周转率大

幅低于同类平均，可见其较为稳健的投资风格。

投资建议 ：交银主题优选混合基金属于混合基金中的灵活配置型品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并期望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请谨慎投资。 （天相投顾 马永靖 陈善枫）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代码 ：000524）是上投摩根基金旗下的一只普通股票型基金，成立于2014年 3月14日，最新规模为 7 .4亿元，现任基金经理为帅虎。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85%+中债总指数收益率×15%。

投资要点

把握民生需求行业投资机会：上投摩根民生需求基金主要投资于民生需求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 ，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带来的民生需求行业的投资机会。 根据合约规定，该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为80%-95%，其中不低于80%的非现金基金资产投资于民生需求相关行业股票 。 根据基金定义 ，在申银

万国23个一级行业中，农林牧渔、建筑建材、金融服务等12个行业与民生需求相关，该基金将重点投资这些行业中的标的。

重点投资优质消费公司 ：基金管理人采用“自下而上” 的方法精选有品牌沉淀、不断创新、保持领先优势的优质消费公司，进行长期投资；同时投资成熟行业内具备竞争优势、保持业绩稳定增长的优质公司 ，被严重低估的蓝筹股，以及新兴产业中有核心竞争力、估值合理的优质企业。此外 ，该基金将从行

业生命周期、行业景气度、行业竞争布局等多角度综合评估行业投资价值，进行行业配置安排。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业绩优秀：基金经理帅虎拥有 12年投资经验，先后在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经理、海通证券担任分析师、以及国投瑞银基金任投资经理。 他担任基金经理一年来所管理的三只基金业绩均处于同类基金前 1/3水平。

兴全新视野

兴全新视野（代码 ：001511）是兴业全球基金旗下的一只混合型基金，该基金原为“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基金” ，成立于 2006年9月，并于2015年7月转型为混合型基金，最新规模为44亿元，业绩比较基准为年化收益6%。

投资要点

资深基金经理业绩出色 ，产品结构颇具亮点：该基金自2006年 9月成立以来距今已实现回报435%，年化收益为 19 .35%。 董承非在管理这只基金近9年的时间内实现回报368%，业绩十分出色 。 该基金产品在设计上有别于普通的混合型基金，颇具特点，包括定期开放运作、浮动管理费、发起式、绝对收益业

绩基准等 。

类私募运作，定位绝对收益：兴全新视野采用类私募化管理模式，每三个月定期开放，期间封闭运作 。 此模式一定程度的降低了申购赎回导致的流动性冲击 ，有助于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从上期开放日的份额变动来看，基金规模基本保持稳定，总份额仅减少了2%左右。 该基金以年化6%为业绩比较基

准，对于每季度高于1 .5%业绩的部分收取20%的附加管理费作为对基金经理的激励。 同时，该基金作为一只发起式基金，基金公司认购了1000万份，基金经理认购了500万份，并承诺锁定3年，实现了与投资者利益捆绑。

基金公司风控突出，及时规避系统性风险：兴全基金管理公司分别于2007年和 2015年一季度末两度在公开渠道上发声，担忧市场过热引发系统性风险，并放弃公司短期利益，号召基民赎回基金。 卓越的远见值得投资者肯定。

国联安小盘精选

国联安小盘精选（代码：257010）是国联安旗下的一只混合型基金，成立于2004年 4月，最新规模为 19 .5亿元。 业绩比较基准为 (天相小盘股指数收益率×60%+天相中盘股指数收益率×40%)×60%+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40%。

投资要点

持仓稳健、投资思路稳定：季报数据显示，该基金近期的股票仓位占基金净值比一直保持在 70%-80%之间，前十大重仓股持有比例较高，在总股票资产的40%-60%之间，且持仓较为稳定。 2015年，该基金坚持投资稳定的医药板块 、低估值的汽车行业、辅以环保新能源、农业板块，取得了较好收益。 同时基金

还保持了 20%-24%的债券仓位，主要投资企业债和国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自下而上，精选高增长潜力或业绩反转向好的小盘股：该基金股票资产的 80%以上投资小盘股。 基金经理精选成长性良好、估值水平较低的小盘股，主要投资行业高速增长、或公司在行业中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公司 ；以及现况不理想但基本面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实质性变化 、带来业 绩大幅 增长的公

司。 该基金力争在成长性及业绩逆转体现在股价之前投资公司股票 ，通过波段操作的择时策略追求较高的资本利得收益。

基金经理投资经验丰富 ，长期业绩优异：基金经理邹新进拥有12年证券从业经验及 6年投资经理经验 。 自2010年起管理国联安小盘精选基金，年化回报率达到9 .5%，回报排名处于同类前10%，在262个同类型基金经理中位列第26位。

国泰价值经典

国泰价值经典（代码：160215）是国泰基金旗下的一只偏股混合型基金，成立于2010年8月 13日，最新规模为15 .1亿元，现任基金经理为周伟锋。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收益率×80%+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20%。

投资要点

投资策略明确，具备清晰的风险收益特征 ：基金在合约中明确了大类资产配置和选股策略 ，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风险收益特征明晰的基金产品 。 合约规定，该基金仅在模型判断市场估值水平过高时放开仓位浮动范围 ，适度调降组合仓位。 该策略在去年的市场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市场高位时一直保

持着80%左右的中低仓位水平，减少了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优选具有盈利能力股票 ，注重价值低估：基金合约规定，不低于80%的股票资产投资于具有良好盈利能力和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 基金经理也是以盈利能力和价值低估这两个关键点优选个股，即通过财务指标筛选出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后，再通过价值评估分析选择价值被低估的上市公司。 因此，在基金

自下而上构建的投资组合中，行业配置较为分散 ，既包括了主板个股，也不乏具有良好基本面的创业板龙头公司 。 与此同时，该基金在个股配置上则具备一定的集中度，保持了组合的业绩弹性。

基金经理投研能力突出：基金经理周伟锋拥有4年实业工作背景和 8年证券从业经验，研究功底扎实 。 自2013年起担任基金经理，目前管理着4只偏股方向基金。 管理期间4只基金业绩均排名同类基金前1/4水平，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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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银主题基金的股票投资比

例设定为

30%-80%

， 仓位的上限

限制使得该基金风格较为稳健。

该基金坚持价值投资， 通过前瞻

性的主题优选， 积极把握行业和

个股投资机会以此获取投资收

益。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和择时

能力， 交银主题基金在

2014

年度

金被评为 “

2014

年度开放式混合

型金牛基金”。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 兴全新视野 国联安小盘精选

国泰价值经典

交银主题优选：投资风格稳健 中长期业绩突出

交银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基

金（以下简称“交银主题” ）是交银

施罗德基金旗下发行的第3只灵活

配置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10年6月，截至2015年四季度末，

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9.16亿元，份

额为4.73亿份，管理规模稳定增长。

历史业绩：中长期业绩亮眼。交

银主题的中长期业绩表现较为突

出。 截至2016年3月9日，该基金最

近一年净值上涨22.36%，位列同期

296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第35

位 ； 最近两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97.32%，位列同期192只灵活配置混

合型基金第9位；最近三年该基金净

值上涨64.86%，位列同期138只灵活

配置混合型基金第44位。 该基金成

立5年多来在牛、熊、震荡市中洗礼，

2012年和2014年的全年业绩尤为突

出，分别取得了14.46%和59.49%的

净值收益， 均位列同类基金前10名

之列。

投资风格： 仓位限制， 风格稳

健。 该基金股票市值占基金资产的

比例限定在30%-80%之间，并随着

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对股票仓位进行

适时调整， 选择经济发展的热点主

题进行资产配置与投资。 仓位上限

不高于80%的限制使得该基金风格

较为稳健， 与采用高仓位博取高收

益的权益类基金相比， 该基金风险

收益水平有所降低， 从历史业绩走

势来看，波动性不高。 从行业配置上

来看，该基金长期看好制造业，持仓

比重大部分在30%左右， 并且偏好

金融业与房地产业， 在2014年三季

度以及四季度重仓持有金融业与房

地产业使得该基金在2014年度业绩

突出。 2015年上半年，该基金小幅加

仓了信息技术行业， 但仓位占比在

10%左右。 2015年四季度该基金继

续加码蓝筹股配置比例，尤其是加大

了房地产业的配置比例，并寻求高分

红率且需求稳定的行业。 另外，该基

金持股周转率大幅低于同类平均，可

见其较为稳健的投资风格。

投资建议：交银主题优选混合基

金属于混合基金中的灵活配置型品

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并期望

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

力较低的投资者请谨慎投资。（天相

投顾 马永靖 陈善枫）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代码：

000524

）是

上投摩根基金旗下的一只普通股票型基

金，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最新规模为

7.4

亿元，现任基金经理为帅虎。基金的业

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85%+

中债总指数收益率

×15%

。

把握民生需求行业投资机会：上投摩

根民生需求基金主要投资于民生需求相

关行业的上市公司， 分享中国经济增长

模式转变带来的民生需求行业的投资机

会。 根据合约规定，该基金的股票投资比

例为80%-95%，其中不低于80%的非现

金基金资产投资于民生需求相关行业股

票。 根据基金定义，在申银万国23个一级

行业中，农林牧渔、建筑建材、金融服务

等12个行业与民生需求相关， 该基金将

重点投资这些行业中的标的。

重点投资优质消费公司：基金管理人

采用 “自下而上” 的方法精选有品牌沉

淀、不断创新、保持领先优势的优质消费

公司，进行长期投资；同时投资成熟行业

内具备竞争优势、保持业绩稳定增长的优

质公司，被严重低估的蓝筹股，以及新兴

产业中有核心竞争力、估值合理的优质企

业。此外，该基金将从行业生命周期、行业

景气度、行业竞争布局等多角度综合评估

行业投资价值，进行行业配置安排。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业绩优秀：基金经

理帅虎拥有12年投资经验， 先后在金融街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经理、 海通证

券担任分析师、 以及国投瑞银基金任投资

经理。 他担任基金经理一年来所管理的三

只基金业绩均处于同类基金前1/3水平。

兴全新视野（代码：

001511

）是兴业

全球基金旗下的一只混合型基金， 该基

金原为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基金”，成

立于

2006

年

9

月， 并于

2015

年

7

月转型为

混合型基金，最新规模为

44

亿元，业绩比

较基准为年化收益

6%

。

资深基金经理业绩出色，产品结构颇

具亮点：该基金自2006年9月成立以来距

今已实现回报435%，年化收益为19.35%。

董承非在管理这只基金近9年的时间内实

现回报368%，业绩十分出色。 该基金产品

在设计上有别于普通的混合型基金，颇具

特点，包括定期开放运作、浮动管理费、发

起式、绝对收益业绩基准等。

类私募运作，定位绝对收益：兴全新

视野采用类私募化管理模式，每三个月定

期开放，期间封闭运作。 此模式一定程度

的降低了申购赎回导致的流动性冲击，有

助于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从上期开放日

的份额变动来看， 基金规模基本保持稳

定，总份额仅减少了2%左右。 该基金以年

化6%为业绩比较基准， 对于每季度高于

1.5%业绩的部分收取20%的附加管理费

作为对基金经理的激励。 同时，该基金作

为一只发起式基金，基金公司认购了1000

万份，基金经理认购了500万份，并承诺锁

定3年，实现了与投资者利益捆绑。

基金公司风控突出， 及时规避系统

性风险：兴全基金管理公司分别于2007

年和2015年一季度末两度在公开渠道

上发声，担忧市场过热引发系统性风险，

并放弃公司短期利益， 号召基民赎回基

金。 卓越的远见值得投资者肯定。

国联安小盘精选 （代码：

257010

）是

国联安旗下的一只混合型基金， 成立于

2004

年

4

月，最新规模为

19.5

亿元。业绩比

较基准为

(

天相小盘股指数收益率

×60%+

天相中盘股指数收益率

×40%)×60%+

上

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40%

。

持仓稳健、投资思路稳定：季报数据

显示， 该基金近期的股票仓位占基金净

值比一直保持在70%-80%之间，前十大

重仓股持有比例较高， 在总股票资产的

40%-60%之间，且持仓较为稳定。 2015

年，该基金坚持投资稳定的医药板块、低

估值的汽车行业、辅以环保新能源、农业

板块，取得了较好收益。 同时基金还保持

了20%-24%的债券仓位，主要投资企业

债和国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自下而上， 精选高增长潜力或业绩

反转向好的小盘股： 该基金股票资产的

80%以上投资小盘股。基金经理精选成长

性良好、估值水平较低的小盘股，主要投

资行业高速增长、 或公司在行业中具有

独特竞争优势的公司； 以及现况不理想

但基本面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实质性

变化、带来业绩大幅增长的公司。 该基金

力争在成长性及业绩逆转体现在股价之

前投资公司股票， 通过波段操作的择时

策略追求较高的资本利得收益。

基金经理投资经验丰富， 长期业绩

优异： 基金经理邹新进拥有12年证券从

业经验及6年投资经理经验。自2010年起

管理国联安小盘精选基金， 年化回报率

达到9.5%，回报排名处于同类前10%，在

262个同类型基金经理中位列第26位。

国泰价值经典（代码：

160215

）是国泰

基金旗下的一只偏股混合型基金， 成立

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最新规模为

15.1

亿元，

现任基金经理为周伟锋。 基金的业绩比

较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80%+

中

证全债指数收益率

×20%

。

投资策略明确，具备清晰的风险收益

特征：基金在合约中明确了大类资产配置

和选股策略，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风险收

益特征明晰的基金产品。 合约规定，该基

金仅在模型判断市场估值水平过高时放

开仓位浮动范围，适度调降组合仓位。 该

策略在去年的市场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市场高位时一直保持着80%左右的中

低仓位水平，减少了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优选具有盈利能力股票，注重价值低

估：基金合约规定，不低于80%的股票资产

投资于具有良好盈利能力和价值被低估的

股票。 基金经理也是以盈利能力和价值低

估这两个关键点优选个股， 即通过财务指

标筛选出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后， 再通过

价值评估分析选择价值被低估的上市公

司。因此，在基金自下而上构建的投资组合

中， 行业配置较为分散， 既包括了主板个

股， 也不乏具有良好基本面的创业板龙头

公司。与此同时，该基金在个股配置上则具

备一定的集中度，保持了组合的业绩弹性。

基金经理投研能力突出： 基金经理

周伟锋拥有4年实业工作背景和8年证券

从业经验，研究功底扎实。 自2013年起担

任基金经理，目前管理着4只偏股方向基

金。 管理期间4只基金业绩均排名同类基

金前1/4水平，表现出色。

低位布局 获取长期稳健回报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表格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招商分类 成立日期 最新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元）（

2016-3-11

） 今年收益（

%

）（

2016-3-11

） 基金经理 基金管理人 主要销售机构

000524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 股票型

2014-03-14 7.4 1.8080 -23.1

帅虎 上投摩根基金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招商证券

001511

兴全新视野 混合型

2015-07-01 44.0 0.9640 -6.8

董承非 兴业全球基金 中信银行、宁波银行、招商证券、华福证券

257010

国联安小盘精选 混合型

2004-04-12 19.5 1.3910 -18.0

邹新进 国联安基金 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招商证券、华福证券

160215

国泰价值经典 混合型

2010-08-13 15.1 1.3560 -23.3

周伟锋 国泰基金 农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证券、广州证券

2016年以来股指震荡下挫，市场一直未能形成持续的热点，偏股型基金普遍出

现亏损。在当前节点，我们认为基本面方面出现了一些较为积极的因素，而政策的持

续推进将有利于资本市场朝稳健的方向运行。

本期我们挑选了4只偏股型基金，它们在大类资产配置和选股策略上有一定独

到之处，在保持适当风险水平下为投资者获取了较好的回报。在市场低位时，长线投

资者宜通过合理的基金配置，穿越牛熊周期，获取长期稳健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