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型基金（以下简称“华泰柏瑞价值基金” ）成立于2008年7月 16日，基金通过投资于市场估值相对较低、基本面良好、能够为股东持续创造价值的公司，重点关注其中基本面有良性变化、市场认同度逐步提高的优质个股。

近年来基金业绩持续性良好：华泰柏瑞价值基金成立于 2008年9月，基金自成立以来历史收益表现突出，近年来更是实现良好的业绩持续性，2013年、2014年以及 2015年分别取得22 .18%、33 .52%和94 .05%的管理业绩，在同业基金中领先优势明显。

资产配置灵活，投资效果突出：华泰柏瑞价值虽然是一只股票仓位在60%-95%的产品，但基金同样重视采取主动的大类资产配置策略，从实际操作以及仓位测算结果来看，基金的股票仓位波动区间较大。 在2015年基金通过积极调整股票仓位较好地降低了市场下行阶段的净值损失，并于四季度积极捕捉反弹机会，投资效果突出。

灵活应对市场风格切换：基金经理方纬操作风格灵活，所管理的基金具有较高的持股周转率，除了大类资产配置的灵活调整，对于市场风格的切换同样有较好的预判。 从历史操作来看，从2014年四季度的大盘蓝筹行情，到2015年初的小盘成长股，方纬较好地把握了市场风格转换的节奏，与此同时，2015年中重新对于低估值蓝筹股的关注也使得基金在市场下跌过程中表现相对抗跌，

而四季度对于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的加仓使得基金业绩获得更高的弹性，为全年业绩锦上添花。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长期收益稳健靠前 固收团队实力雄厚

推荐理由 ：易方达增强回报在注重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资产的均衡配置，凭借较好的盈利能力以及业绩稳定性，该基金在2014年度和2015年度分别被评为“三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五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易方达增强回报” ）是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第二只债券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2008年3月，是一只一级债基，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基金资产规模为103 .48亿元 。

历史业绩：中长期业绩稳定。 天相投顾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23日，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上涨112 .55%，超越业绩比较基准 101 .66个百分点 ；最近五年该基金净值上涨62 .19%；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46 .66%；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增长上涨 3 .67% ，今

年以来净值增长0 .35%。 该基金在2011年到 2015年里的 5个完整年度中，每年的收益率均排在同类前30%，业绩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投资风格：操作稳健均衡 。 自成立以来，该基金的债券平均仓位为119 .48%，以企业债作为主要投资对象。 2014年，该基金投资企业债的比例占全部债券的投资比例约65%，而到了2015年，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至77%。 但是，随着 2015年下半年信用债风险不断加

大，该基金逐步降低了企业债的配置比例 ，减持资信较差的企业债 ，从三季度118 .02%的高仓位减少至2016年一季度的 57 .12%。 与此同时，该基金大幅降低了杠杆比例 ，半年时间里，债券仓位从 2015年三季度的146 .11%降低至2016年一季度的 89 .14%，以待市场走势

明朗后及时调整债券组合把握市场行情。 由于该基金不投资股票二级市场，对可转债的投资比例也有限制，使得该基金的投资风险有所降低。

固收团队实力强。 易方达固收团队秉承稳健的投资理念 ，自2010年完成人才配备、投资、研究、交易的业绩评估体系的建设后，公司旗下固收产品业绩持续靠前。 该基金由王晓晨和张雅君担任基金经理，其中王晓晨是固收部总经理助理，她管理该产品近5年 ，

阶段收益率达到 62 .97%，比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高30 .88%，在同期可比的32名基金经理中排名第1位。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属于债券型基金，为中低风险的基金品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并期望获得稳定增值的投资者长期持有。 （天相投顾 王瑜伟 方芝如）

广发消费品

广发消费品精选混合型基金（以下简称“广发消费品”）精选消费品行业的优质公司进行投资，自成立以来业绩表现平稳且良好，长期管理业绩尤为突出。 当前消费类板块具备较好的估值及防御优势，相关基金可侧重关注。

业绩表现平稳，中长期相对突出：广发消费品基金自2012年6月成立以来，业绩表现平稳，广发消费品基金各阶段业绩基本都处于同业基金排名中等或中上游水平，同时从风险控制角度看，该基金短、中、长各期风险调整后收益较佳。相对平稳的管理业绩也使得基金的长期业绩更为突出，截至2016年6月22日，该基金实现了93.2%的累计净值增长，年化收益率17.7%。

消费类板块具备估值及防御优势：广发消费品重点关注消费品行业内的公司，今年以来随着A股市场持续震荡、投资者风险偏好明显下降，消费类板块的估值及防御优势受到更多青睐，相关行业超额收益明显，尤其是受益于产业结构升级、消费升级的个股，其稳健增长的特征，也使得此类板块投资兼备价值成长属性。

自下而上关注确定性增长个股：广发消费品虽然是一只股票型基金，但在资产配置上也注重灵活调整，从基金披露的历史数据来看，股票仓位随市场波动的特征较为明显。 此外，基金注重自下而上的选股，并通过适度集中获取超额收益，今年以来随着市场持续震荡，广发消费品基金更为注重寻找稳定增长的板块和个股作为配置，加强对具有安全边际的长期优质企业投资，组合风格更加稳健。

嘉实新收益

嘉实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以下简称“嘉实新收益基金” ）成立于2014年12月 10日，基金在严格风险控制的前提下，采取自下而上的个股精选策略，充分挖掘和利用市场中潜在的投资机会，力求为投资者实现长期稳健的绝对收益。

历史业绩较优，震荡市表现突出：嘉实新收益基金自成立以来累计绝对收益较为可观，同时在2015年巨幅震荡市场环境中收益表现更为突出。 具体来看，基金自成立以来累计净值增长率达到66%，为投资者提供了不错的绝对收益。 而在 2015年市场巨幅震荡的环境之下，嘉实新收益基金当年实现了81 .36%的净值增长，位于同类基金前 10%水平，说明基金在震

荡市场环境中收益表现更为出色 。

仓位调整灵活，择时能力出色：嘉实新收益基金较好的历史业绩水平和震荡市场中的良好表现与其出色的择时能力息息相关。 基金在2015年市场风格切换过程中仓位调整灵活，在二季度股市下跌早期能够较早的调降仓位，二季度末基金股票仓位由94.08%大幅下降至66%，较好的规避了市场下行风险。

行业均衡配置，重点精选个股：2015年，嘉实新收益基金的投资组合以医药、农业、TMT等板块为核心配置，并阶段性参与了互联网金融等板块行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2016年在坚持均衡配置的原则下，基金以景气度提升的医药、农业和传媒等板块为主力配置，并选择估值合理且基本面改善的个股进行重点配置，以捕捉市场结构性机会。

农银区间收益

农银汇理区间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以下简称“农银区间收益基金”）成立于2013年8月21日，基金通过调节组合的最大风险敞口控制组合风险，锁定组合收益，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管理人选股能力，力争为投资者提供一个既能分享股市系统性收益。

历史业绩稳定，风险收益配比较优：农银区间收益基金自成立以来已经实现了87%的累计收益，为投资者提供了较为可观的绝对收益 ,中长期收益表现较为稳定。 同时结合风险和收益指标来看，基金风险调整后收益水平均优于同类基金平均水平 ，风险收益配比较优。

动态调节资产组合，锁定风险敞口 ：农银区间收益基金选取上证综指作为参照指数，基金根据参照指数变动情况适时逐渐调整投资组合大类资产配置比例，从而实现严格控制风险敞口 、及时锁定组合收益的目的。 从历史业绩波动情况来看，基金历史业绩的下行标准差始终稳定在同类基金前50%之内 ，显示了基金严格的风控机制和较强的风险

控制能力 。

投资风格稳健，波段操作表现突出：由于基金动态大类资产配置策略使得投资组合的系统性风险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基金管理人得以专注于个股投资策略，充分发挥其选股能力。 整体来看，基金经理投资风格较为稳健，波段操作效果突出。 以基金在2015年的市场环境中的表现为例，基金管理人根据资产配置策略及时调整权益仓位，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市场风格切换，在四季度加仓中小盘及创业板，显示了管理人较为突出的把握市场节奏的能力。

本期重点遵循“稳健+灵活” 的线索推荐基金产品，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改善仍需耐心等

待，基金组合维持稳健的策略仍然重要。 与此同时，市场波动的预期仍然存在，对于灵活型

产品中波段操作能力较强、具备选股优势的产品可侧重关注，其稳健特征可以较好地匹配

短期市场环境，而波段操作的灵活优势也有助于在市场投资机会来临之时主动出击。 重点

推荐华泰柏瑞价值、广发消费品、嘉实新收益、农银区间收益基金，供投资者参考。

□国金证券 王聃聃

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金牛基金追踪

推

荐

理

由

易方达增强回报在注

重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

资产的均衡配置， 凭借较

好的盈利能力以及业绩稳

定性， 该基金在

2014

年度

和

2015

年度分别被评为

“三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

续优胜金牛基金”、“五年

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

金牛基金”。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 广发消费品 嘉实新收益

农银区间收益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长期收益稳健靠前 固收团队实力雄厚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简称“易方达增强回报” ）

是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

第二只债券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08年3月， 是一只一级债基， 截至

2016年一季度末， 基金资产规模为

103.48亿元。

历史业绩：中长期业绩稳定。 天

相投顾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

6月23日， 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上涨

112.55%， 超越业绩比较基准101.66

个百分点；最近五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62.19%； 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46.66%；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增长上

涨3.67%， 今年以来净值增长0.35%。

该基金在2011年到2015年里的5个完

整年度中， 每年的收益率均排在同类

前30%，业绩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投资风格：操作稳健均衡。自成立

以来， 该基金的债券平均仓位为

119.48%， 以企业债作为主要投资对

象。 2014年，该基金投资企业债的比

例占全部债券的投资比例约65%，而

到了2015年， 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至

77%。但是，随着2015年下半年信用债

风险不断加大， 该基金逐步降低了企

业债的配置比例， 减持资信较差的企

业债， 从三季度118.02%的高仓位减

少至2016年一季度的57.12%。 与此同

时，该基金大幅降低了杠杆比例，半年

时间里， 债券仓位从2015年三季度的

146.11% 降 低 至 2016 年 一 季 度 的

89.14%，以待市场走势明朗后及时调

整债券组合把握市场行情。 由于该基

金不投资股票二级市场， 对可转债的

投资比例也有限制， 使得该基金的投

资风险有所降低。

固收团队实力强。 易方达固收团

队秉承稳健的投资理念，自2010年完

成人才配备、投资、研究、交易的业绩评

估体系的建设后，公司旗下固收产品业

绩持续靠前。该基金由王晓晨和张雅君

担任基金经理，其中王晓晨是固收部总

经理助理，她管理该产品近5年，阶段

收益率达到62.97%， 比同期同类基金

平均收益高30.88%， 在同期可比的32

名基金经理中排名第1位。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易方达增强

回报债券属于债券型基金，为中低风险

的基金品种，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弱，

并期望获得稳定增值的投资者长期持

有。 （天相投顾 王瑜伟 方芝如）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型基金（以下

简称“华泰柏瑞价值基金”）成立于

2008

年

7

月

16

日， 基金通过投资于市场估值相对

较低、基本面良好、能够为股东持续创造

价值的公司，重点关注其中基本面有良性

变化、市场认同度逐步提高的优质个股。

近年来基金业绩持续性良好：华泰柏

瑞价值基金成立于2008年9月，基金自成

立以来历史收益表现突出，近年来更是实

现良好的业绩持续性，2013年、2014年以

及 2015年分别取得 22.18% 、33.52%和

94.05%的管理业绩， 在同业基金中领先

优势明显。

资产配置灵活，投资效果突出：华泰柏

瑞价值虽然是一只股票仓位在60%-95%

的产品， 但基金同样重视采取主动的大类

资产配置策略， 从实际操作以及仓位测算

结果来看，基金的股票仓位波动区间较大。

在2015年基金通过积极调整股票仓位较好

地降低了市场下行阶段的净值损失， 并于

四季度积极捕捉反弹机会，投资效果突出。

灵活应对市场风格切换：基金经理方

纬操作风格灵活，所管理的基金具有较高

的持股周转率，除了大类资产配置的灵活

调整，对于市场风格的切换同样有较好的

预判。 从历史操作来看，从2014年四季度

的大盘蓝筹行情，到2015年初的小盘成长

股，方纬较好地把握了市场风格转换的节

奏， 与此同时，2015年中重新对于低估值

蓝筹股的关注也使得基金在市场下跌过

程中表现相对抗跌，而四季度对于创业板

为代表的成长股的加仓使得基金业绩获

得更高的弹性，为全年业绩锦上添花。

广发消费品精选混合型基金 （以下简

称“广发消费品”）精选消费品行业的优质

公司进行投资，自成立以来业绩表现平稳

且良好，长期管理业绩尤为突出。 当前消

费类板块具备较好的估值及防御优势，相

关基金可侧重关注。

业绩表现平稳， 中长期相对突出：广

发消费品基金自2012年6月成立以来，业绩

表现平稳， 广发消费品基金各阶段业绩基

本都处于同业基金排名中等或中上游水

平，同时从风险控制角度看，该基金短、中、

长各期风险调整后收益较佳。 相对平稳的

管理业绩也使得基金的长期业绩更为突

出， 截至2016年6月22日， 该基金实现了

93.2%的累计净值增长，年化收益率17.7%。

消费类板块具备估值及防御优势：广

发消费品重点关注消费品行业内的公司，

今年以来随着A股市场持续震荡、 投资者

风险偏好明显下降，消费类板块的估值及

防御优势受到更多青睐，相关行业超额收

益明显， 尤其是受益于产业结构升级、消

费升级的个股，其稳健增长的特征，也使

得此类板块投资兼备价值成长属性。

自下而上关注确定性增长个股：广发

消费品虽然是一只股票型基金，但在资产

配置上也注重灵活调整，从基金披露的历

史数据来看，股票仓位随市场波动的特征

较为明显。 此外，基金注重自下而上的选

股，并通过适度集中获取超额收益，今年

以来随着市场持续震荡，广发消费品基金

更为注重寻找稳定增长的板块和个股作

为配置，加强对具有安全边际的长期优质

企业投资，组合风格更加稳健。

嘉实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以

下简称“嘉实新收益基金”）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 基金在严格风险控制的前提

下，采取自下而上的个股精选策略，充分

挖掘和利用市场中潜在的投资机会，力求

为投资者实现长期稳健的绝对收益。

历史业绩较优， 震荡市表现突出：嘉

实新收益基金自成立以来累计绝对收益

较为可观， 同时在2015年巨幅震荡市场

环境中收益表现更为突出。 具体来看，基

金自成立以来累计净值增长率达到66%，

为投资者提供了不错的绝对收益。 而在

2015年市场巨幅震荡的环境之下， 嘉实

新收益基金当年实现了81.36%的净值增

长，位于同类基金前10%水平，说明基金

在震荡市场环境中收益表现更为出色。

仓位调整灵活，择时能力出色：嘉实新

收益基金较好的历史业绩水平和震荡市场

中的良好表现与其出色的择时能力息息相

关。 基金在2015年市场风格切换过程中仓

位调整灵活， 在二季度股市下跌早期能够

较早的调降仓位， 二季度末基金股票仓位

由94.08%大幅下降至66%， 较好的规避了

市场下行风险。

行业均衡配置， 重点精选个股：2015

年，嘉实新收益基金的投资组合以医药、农

业、TMT等板块为核心配置， 并阶段性参

与了互联网金融等板块行情， 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2016年在坚持均衡配置的原则下，

基金以景气度提升的医药、 农业和传媒等

板块为主力配置， 并选择估值合理且基本

面改善的个股进行重点配置， 以捕捉市场

结构性机会。

农银汇理区间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以下简称“农银区间收益基金”）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 基金通过调节组合的最大风险

敞口控制组合风险，锁定组合收益，并在此

基础上充分发挥管理人选股能力，力争为投

资者提供一个既能分享股市系统性收益。

历史业绩稳定， 风险收益配比较优：

农银区间收益基金自成立以来已经实现

了87%的累计收益，为投资者提供了较为

可观的绝对收益,中长期收益表现较为稳

定。 同时结合风险和收益指标来看，基金

风险调整后收益水平均优于同类基金平

均水平，风险收益配比较优。

动态调节资产组合， 锁定风险敞口：

农银区间收益基金选取上证综指作为参

照指数，基金根据参照指数变动情况适时

逐渐调整投资组合大类资产配置比例，从

而实现严格控制风险敞口、及时锁定组合

收益的目的。 从历史业绩波动情况来看，

基金历史业绩的下行标准差始终稳定在

同类基金前50%之内，显示了基金严格的

风控机制和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

投资风格稳健，波段操作表现突出：由

于基金动态大类资产配置策略使得投资组

合的系统性风险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基

金管理人得以专注于个股投资策略， 充分

发挥其选股能力。整体来看，基金经理投资

风格较为稳健，波段操作效果突出。以基金

在2015年的市场环境中的表现为例，基金

管理人根据资产配置策略及时调整权益仓

位，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市场风格切换，在四

季度加仓中小盘及创业板， 显示了管理人

较为突出的把握市场节奏的能力。

关注具备选股优势基金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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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国金分类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2016

年

3

月

31

日规模

（亿元）

单位净值

过去三个月

净值增长率（

％

）

过去一年

净值增长率（

％

）

过去两年

净值增长率（

％

）

主要销售机构

华泰柏瑞价值 混合型

2008-07-16

方纬 华泰柏瑞

10.34 2.4146 -1.38 -1.53 139.55

中国银行、平安银行、工商银行、民生银行

广发消费品 混合型

2012-06-12

李琛 广发

0.61 1.9320 6.56 -14.63 61.13

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

嘉实新收益 混合型

2014-12-10

陈少平 嘉实

20.84 1.6600 10.37 -15.65

— 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

农银区间收益 混合型

2013-08-21

陈富权 农银汇理

0.89 1.8689 4.33 5.99 94.17

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

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