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信稳定增利：投资风格稳健 行情把握精准

推荐理由：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历经债市熊牛，每年均取得正收益，长期业绩稳定靠前。 近年来，基金规模保持稳定的增长。 该基金是一级债基，主要投资于债券市场，整体风险水平较低。 凭借良好的盈利能力、出色的业绩稳定性，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在 2014年度被评为“五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是建信基金旗下第一只债券型基金，也是该公司旗下首只一级债基。 该基金设立于2008年 6月25日，截至2015年四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71 .49亿元。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稳定增长，历年均保持正收益。根据天相系统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15日，建信稳定增利债券设立以来阶段收益率为104 .32%，比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高28 .74%，比同期上证指数高30 .10%。成立七年多以来，该基金每年均保持着正收益，尤其是在2011年和2013年债券大跌之际仍保持

着正增长，同期同类基金连续每年保持正收益的仅有两只基金，该基金就是其中之一，为投资者取得了稳定的业绩回报。

投资风格：注重长期稳健回报，行情把握较为精准。 基金经理钟敬棣除了管理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外，还长期管理两只产品，其中建信安心保本混合管理阶段收益率在同类基金中排名第5位，建信双息红利债券管理阶段收益率在同类基金中排名 18位，可见其具有较强的投资管理能力，长期业绩稳定靠前。 建信稳

定增利债券成立七年多以来，债券平均仓位为107 .68%，很少采用高杠杆的投资策略，主要投资对象为企业债，占资产净值的平均比例为41 .27%。 并且，近年来其在债券的投资组合上也有较好的表现，例如 2014年度该基金逐渐加仓可转债获取可转债上涨回报，并在 2015年一季度末迅速将可转债仓位降低至 3 .46%，避

过了可转债下跌行情；在 2015年三季度，信用债兑付风险逐步显现以及利率债涨势逐步超过信用债的情况下，该基金在三季度末将企业债仓位从52 .95%迅速降至20 .12%，将金融债仓位从 8 .97%增加至28 .04%，迅速转换债券组合把握利率债上涨行情。 该基金对于债券组合的及时把握，以及长期以来低杠杆的稳健 操

作，为其赢得了优异的长期回报。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属于债券型基金中的一级债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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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鹰红利价值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金鹰红利价值” ）是金鹰基金公司旗下第3只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通过对分红能力良好且长期投资价值突出的优质股票投资，为基金资产获取稳定的当期收益和长期增值。

各阶段业绩稳定居前：金鹰红利价值自成立以来累计已取得178 .24%的总收益，该基金最近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分别取得了11 .66%、33 .08%、85 .85%、138 .35%和 72 .37%的收益，为持有人创造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灵活配置 ，攻守灵活：金鹰红利价值是一只灵活配置基金，股债仓位灵活。 既可以在股市好的时候采取较高仓位的策略，增加投资收益，也可以在股市出现较大风险的时候 ，选择投资较为安全的债券资产和现金等 ，攻守灵活。 同时 ，金鹰红利价值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行业配置方向。 去年一季度，基金逐渐降低了金融 、

地产等大盘蓝筹股的配置，增加了成长的配置比例，同时积极布局具有潜力的传统行业。

权益投资部副总监亲自管理，有力保障基金业绩：基金经理王喆历任沈阳商品交易所分析员、宏源研究发展中心高级行业研究员 、宏源证券资产管理部高级投资经理、广州证券投资管理部助理投资总监、广州证券红棉 1号投资主办等职。 2014年11月加入金鹰基金，现任权益投资部副总监，同时管理金鹰红利价值、金鹰成

份股优选 、金鹰民族新兴和金鹰产业整合四只基金，任职回报均超同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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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属于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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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成立以来总回报高达 693 .80%，年化回报 22 .18%。 从最近半年业绩表现来看，该基金取得了3 .99%的投资收益，超越同期沪深300指数7 .47个百分点。 从中长期业绩来看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最近两年、最近三年、最近五年净值分别增长 60 .00%、83 .01%和54 .19%，均居同业前列 。

投资策略连贯，择股能力突出：根据过去三年平均股票仓位测算，该基金的仓位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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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完善的选股流程可以帮助提高个股的投资精准。 从过去几年的运作效果来看 ，基金的投资取得较好的业绩。

基金经理业绩十分突出：基金经理朱少醒曾先后担任华夏证券研究所分析师、富国基金研究策划部分析师和产品开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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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管理的这两只基金产品业绩优异 。

广发聚鑫

广发聚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广发聚鑫” ）设立于2013年 6月5日，该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追求较高的当期收益和长期回报，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业绩稳健居前：广发聚鑫基金成立以来已累计取得64 .50%的总收益，年化回报19 .58%，在同类可比281只基金中列第 16位。 从近两年各期业绩表现来看 ，该基金凭借其出色的投资管理能力分别取得了近一年 11 .91%和两年 66 .16%的优异成绩，分别超越同类可比债券型基金7 .74%和29 .48%。

准确把握债市走向，精选优质个券：对于债券市场走势的准确把握和出色的个券选择能力是广发聚鑫基金各期业绩表现突出的主要原因。 去年上半年基金维持了较高的杠杆。 信用风险不断积累，基金重点减持中低评级品种 。 权益和转债方面 ，基金在 5月前采取较积极的操作 ,� 5月以后对前期涨幅较大的品种进行

止盈操作 ，适当对行业和品种进行分散化 。 下半年一直保持较低的转债仓位，坚持重点行业和品种持仓。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管理业绩居前：基金经理张芊曾在银河证券研究中心、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基金和长盛基金从事固定收益类投研工作 ，2012年2月起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 现担任广发纯债、广发聚鑫 、广发聚盛、广发集鑫和广发安宏回报基金经理，任职回报 均居同

业前列 。

博时信用债纯债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博时信用债纯债” ）设立于 2012年9月7日 。 基金不直接投资二级市场股票 、权证等权益类资产，在控制风险并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实现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业绩稳健，风险适中：工银瑞信纯债自成立以来累计已取得32 .25%的总收益，超越同期标普中国A股全债指数14 .48个百分点。 从各统计区间看，该基金今年以来收益率为 1 .30%；最近一季度、半年、一年分别取得了2 .33%、4 .15%、10 .12%的收益，为持有人创造了稳定的投资回报。 在最近1年里 ，该基金的下行风险为0 .7015、收益

标准差为 1 .6240，均小于同类平均水平。

债券属性明显，专业优势凸显：博时信用债纯债基金将投资范围严格限定于固定收益产品，不可于二级市场进行权益资产的交易 ，能更好的使债券型基金回归债券专属投资工具的本质 ，让投资经理在债券投资上的专业优势得以更好的施展 。 避免了债券基金投资经理将过多的将精力致力于其所不擅长的股票市场反而拖累

产品业绩表现的情况发生。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历史业绩优异：基金经理张李陵历任招商银行债券投资和交易员 、融通基金基金经理；2012年加入博时基金，现担任博时稳定价值、博时信用债纯债和博时平衡配置基金经理。 管理业绩稳定,管理博时稳定价值年化任职回报 9 .20%，在同类可比160只基金中列第1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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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历经债

市熊牛， 每年均取得正收益，长

期业绩稳定靠前。 近年来，基金

规模保持稳定的增长。 该基金是

一级债基， 主要投资于债券市

场，整体风险水平较低。 凭借良

好的盈利能力、出色的业绩稳定

性，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在

2014

年

度被评为“五年期开放式债券型

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金鹰红利价值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广发聚鑫

博时信用债纯债

建信稳定增利：投资风格稳健 行情把握精准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是建信基金

旗下第一只债券型基金，也是该公司

旗下首只一级债基。 该基金设立于

2008年6月25日，截至2015年四季度

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71.49亿元。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稳定增长，

历年均保持正收益。 根据天相系统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3月15

日，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设立以来阶

段收益率为104.32%， 比同期同类

基金平均收益高28.74%，比同期上

证指数高30.10% 。 成立七年多以

来，该基金每年均保持着正收益，尤

其是在2011年和2013年债券大跌之

际仍保持着正增长， 同期同类基金

连续每年保持正收益的仅有两只基

金，该基金就是其中之一，为投资者

取得了稳定的业绩回报。

投资风格：注重长期稳健回报，行

情把握较为精准。 基金经理钟敬棣除

了管理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外， 还长期

管理两只产品， 其中建信安心保本混

合管理阶段收益率在同类基金中排名

第5位，建信双息红利债券管理阶段收

益率在同类基金中排名18位，可见其

具有较强的投资管理能力， 长期业绩

稳定靠前。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成立七

年多以来，债券平均仓位为107.68%，

很少采用高杠杆的投资策略， 主要投

资对象为企业债， 占资产净值的平均

比例为41.27%。 并且，近年来其在债

券的投资组合上也有较好的表现，例

如2014年度该基金逐渐加仓可转债

获取可转债上涨回报，并在2015年一

季度末迅速将可转债仓位降低至

3.46%， 避过了可转债下跌行情；在

2015年三季度，信用债兑付风险逐步

显现以及利率债涨势逐步超过信用债

的情况下， 该基金在三季度末将企业

债仓位从52.95%迅速降至20.12%，将

金融债仓位从8.97%增加至28.04%，

迅速转换债券组合把握利率债上涨行

情。该基金对于债券组合的及时把握，

以及长期以来低杠杆的稳健操作，为

其赢得了优异的长期回报。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建信稳定

增利债券属于债券型基金中的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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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金鹰红利价值”）是

金鹰基金公司旗下第

3

只混合型基金。 该

基金通过对分红能力良好且长期投资价

值突出的优质股票投资，为基金资产获取

稳定的当期收益和长期增值。

各阶段业绩稳定居前：金鹰红利价值

自成立以来累计已取得178.24%的总收

益，该基金最近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五

年分别取得了11.66%、33.08%、85.85%、

138.35%和72.37%的收益，为持有人创造

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灵活配置，攻守灵活：金鹰红利价值是

一只灵活配置基金，股债仓位灵活。既可以

在股市好的时候采取较高仓位的策略，增

加投资收益， 也可以在股市出现较大风险

的时候， 选择投资较为安全的债券资产和

现金等，攻守灵活。 同时，金鹰红利价值根

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行业配置方向。去年

一季度，基金逐渐降低了金融、地产等大盘

蓝筹股的配置，增加了成长的配置比例，同

时积极布局具有潜力的传统行业。

权益投资部副总监亲自管理， 有力

保障基金业绩： 基金经理王喆历任沈阳

商品交易所分析员、 宏源研究发展中心

高级行业研究员、 宏源证券资产管理部

高级投资经理、 广州证券投资管理部助

理投资总监、广州证券红棉1号投资主办

等职。 2014年11月加入金鹰基金，现任

权益投资部副总监， 同时管理金鹰红利

价值、金鹰成份股优选、金鹰民族新兴和

金鹰产业整合四只基金， 任职回报均超

同业平均水平。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富国天惠精选成长”）属

于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主要投资具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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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以来总回报高达693.80%，年化回报

22.18%。从最近半年业绩表现来看，该基

金取得了3.99%的投资收益，超越同期沪

深300指数7.47个百分点。 从中长期业绩

来看，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最近两年、最近

三年、 最近五年净值分别增长60.00%、

83.01%和54.19%，均居同业前列。

投资策略连贯，择股能力突出：根据

过去三年平均股票仓位测算， 该基金的

仓位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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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为

完善的选股流程可以帮助提高个股的投

资精准。从过去几年的运作效果来看，基

金的投资取得较好的业绩。

基金经理业绩十分突出： 基金经理

朱少醒曾先后担任华夏证券研究所分析

师、 富国基金研究策划部分析师和产品

开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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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所管理的这两只基金

产品业绩优异。

广发聚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

称“广发聚鑫”）设立于

2013

年

6

月

5

日，该

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

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追

求较高的当期收益和长期回报， 力争实

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业绩稳健居前：广发聚鑫基金成立以

来已累计取得64.50%的总收益， 年化回

报19.58%，在同类可比281只基金中列第

16位。 从近两年各期业绩表现来看，该基

金凭借其出色的投资管理能力分别取得

了近一年11.91%和两年66.16%的优异成

绩，分别超越同类可比债券型基金7.74%

和29.48%。

准确把握债市走向， 精选优质个券：

对于债券市场走势的准确把握和出色的

个券选择能力是广发聚鑫基金各期业绩

表现突出的主要原因。 去年上半年基金

维持了较高的杠杆。 信用风险不断积累，

基金重点减持中低评级品种。 权益和转

债方面， 基金在5月前采取较积极的操

作,5月以后对前期涨幅较大的品种进行

止盈操作， 适当对行业和品种进行分散

化。 下半年一直保持较低的转债仓位，坚

持重点行业和品种持仓。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管理业绩居

前：基金经理张芊曾在银河证券研究中心、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基

金和长盛基金从事固定收益类投研工作，

2012年2月起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

定收益部总经理。现担任广发纯债、广发聚

鑫、广发聚盛、广发集鑫和广发安宏回报基

金经理，任职回报均居同业前列。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博时信用债纯债”）设立于

2012

年

9

月

7

日。 基金不直接投资二级市

场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在控制风险

并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实现超

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业绩稳健，风险适中：工银瑞信纯债

自成立以来累计已取得32.25%的总收

益， 超越同期标普中国A股全债指数

14.48个百分点。从各统计区间看，该基金

今年以来收益率为1.30%； 最近一季度、

半年、 一年分别取得了2.33% 、4.15% 、

10.12%的收益， 为持有人创造了稳定的

投资回报。 在最近1年里，该基金的下行

风险为0.7015、 收益标准差为1.6240，均

小于同类平均水平。

债券属性明显，专业优势凸显：博时

信用债纯债基金将投资范围严格限定于

固定收益产品，不可于二级市场进行权益

资产的交易，能更好的使债券型基金回归

债券专属投资工具的本质，让投资经理在

债券投资上的专业优势得以更好地施展。

避免了债券基金投资经理将过多的将精

力致力于其所不擅长的股票市场反而拖

累产品业绩表现的情况发生。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历史业绩优

异：基金经理张李陵历任招商银行债券投

资和交易员、融通基金基金经理；2012年

加入博时基金，现担任博时稳定价值、博

时信用债纯债和博时平衡配置基金经理。

管理业绩稳定,管理博时稳定价值年化任

职回报9.20%， 在同类可比160只基金中

列第19位。

灵活操作 均衡组合配置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表格

上周，市场在创业板的带动下走出反弹行情，两市总成交量较前一周增加约30%。部分场外资金

流入，场内资金活跃度大幅提升，市场信心有所恢复。 但目前股指运行到前期压力区，预计后市将在

2900点至3000点之间展开震荡。 在基金具体的投资策略上，建议投资者股债均衡配置，重点可关注

管理人操作风格灵活在震荡市中业绩表现稳健的基金作为投资标的。

本期推荐了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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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聚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这四只基金均较为契合

当前市场，供投资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