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严格控制风险 长期稳健增值

推荐理由：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基金在追求基金资产稳定增值、有效控制风险和保持资金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力求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该基金凭借其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在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中被评为“五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是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二级债基债券基金，成立于2010年 9月8日。 根据 2018年三季报数据显示，三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15 .49亿元，基金份额为11 .04亿份。

历史业绩：长期稳定优异。 根据天相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 1月17日，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上涨8 .05%，位列同期 439只二级债基债券基金第 24位；最近两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2 .49%，位列同期 371只可比基金第10位；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7 .59%，位列同期243只可比基金第4位。 该基金以良好的长期业绩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健的收益。

投资风格：严控波动，长期稳健。 该基金采取稳健灵活的投资策略，注重挖掘债券收益率曲线期限结构与信用利差的变动趋势中隐含的投资机会，通过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的主动管理，力求降低基金净值波动风险，并根据对股票市场的趋势研判及新股申购收益率预测，适度参与一级市场新股和增发新股的申购以及二级市场的股票投资，力求提高基金总体收益率。 根据天相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1月 17日，该基金自

成立以来在震荡的市场中累计回报率高达83 .55%，为投资者赢得了较为优异的长期回报。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业绩优异。 基金经理李怡文，2008年 6月加入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投资部任高级研究员 ，现任基金经理等职务。 基金经理董晗和蔡玮菁，管理能力优异。 根据天相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1月17日，在李怡文掌管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期间，该基金的阶段收益为83 .55%，比同期同类型基金平均收益高63 .97%，比同期上证指数高88 .69%，表现优异。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基金为债券型基金中的二级债基，投资于债券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 其预期风险和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建议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积极认购。 （天相投顾 贾志 吴祥）

交银新成长

交银施罗德新成长混合型基金（简称“交银新成长” ）成立于 2014年5月9日，该基金将深入挖掘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投资机会，在坚持安全边际的基础上，积极布局新兴成长行业优质成长股票 ，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产品特征 ：

业绩持续保持领先，市场适应能力强：交银新成长基金在成立4年多的时间里，年化回报率为17 .36%，中长期业绩表现亮眼 。 该基金完整经历“牛熊” 考验，市场适应能力强；即便是在2016年年初“熔断 ” 的情况下，全年仍以2 .44%的正收益大幅跑赢市场及同业平均，投资管理能力优异。 此外，基金经理注重组合波动控制，其历年最大回撤幅度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且组合近三年的夏普指标排名均处同类型基金前5%以内，

风险收益匹配度高。

淡化投资风格，看重行业景气度：基金经理王崇自任职以来恪守投资理念 ，不跟随市场风格的变化漂移，曾从事过多年的周期股研究，擅长宏观分析，并形成自上而下控制系统风险 、自下而上从中观和微观层面选择高景气成长行业和公司的投资逻辑 。 在组合配置上，基金经理较为淡化投资风格，更为看重行业景气度指标 ，倾向于寻找景气初期或中期的行业，偏爱能够成长壮大的公司。

左侧布局 ，逆向投资：行业层面，基金经理以1年为周期，逆向选择过去跑输但基本面良好，且估值合理的行业，在价值和趋势的平衡上会有所把握。 个股方面，擅长投资新兴行业成长股，注重公司成长性、竞争优势、以及管理层等方面 ，看重估值指标，风险观较为审慎 。 在持股风格上，基金经理注重行业分散且个股集中度不高，用以分散组合风险；其持股时间较长并淡化择时，倾向于不参与市场热点，逢低布局估值较合理

的“冷门股” 。

汇添富价值精选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汇添富价值精选” ）成立于2009年1月 23日，该基金坚持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精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公司股票，在有效管理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中长期稳健增值。

产品特征 ：

长期致胜，盈利突出：凭借着对偏价值以及稳健成长类个股的良好把握，汇添富价值精选基金业绩表现一直稳定优秀。 其近两年以及近三年的净值增长率分别为14 .27%和29 .50%，在同类型基金中均处前10%以内水平。 同时，即便将周期再度拉长来看，其管理业绩依然能够经受起市场考验，自成立以来的近十年时间中，该产品的年化回报率达16 .70%，在210只可比基金中位列首位，超额收益明显，盈利能力

突出。

选股能力出色，风控效果显著：汇添富价值精选风格稳健，跨越牛熊 ，采用自下而上基本面分析方法 ，精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公司进行投资布局 。 通过低估值蓝筹和优质成长这两个方向构建组合从而实现均衡布局，适当分散单一投资风格的市场风险。 从风险收益指标来看 ，该基金近1年、近 2年的夏普比率和詹森指数在可比的同类型基金中均排名前1/5，实现了良好的风险收益配比。

仓位适度调整，操作风格稳健：与立足中长期的投资目标一脉相承 ，汇添富价值精选基金经理劳杰男在投资风格上注重安全边际 ，强调对个股风险收益比的考量 ，通过左侧或者前瞻性的判断结构，在行业相对均衡的基础上优选个股，在过往的投资中显示出较强的行业判断力及选股能力，持股适度集中，配置风格稳健。 此外，基金保持一贯的高仓位运作模式，在大类资产上的择时操作较少，仓位多数时间

高于80%。

中欧行业成长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中欧行业成长” ）成立于2009年 12月30日，该基金主要投资于成长性行业股票，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积极主动的资产配置，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产品特征 ：

收益指标领先，风险控制卓越：中欧行业成长基金成立于 2009年12月，基金近2年、近 3年的累计回报率分别为 9 .03%和18 .39%，收益水平在同类近500只基金产品中处前10%附近。 同时，基金经理对组合的波动指标及风险控制也十分重视，产品近两年及近三年的波动率均明显低于同类型基金的平均水平，其最大回撤幅度也均控制在同类型基金前1/3水平附近；此外 ，该基金 的夏普 比

率也均维持在前15%以内水平，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能力突出。

多元化行业配置 ，降低组合风险：基金经理王培管理经验丰富，过往业绩优异。 对于组合管理，其始终坚持多元化行业配置，秉承“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的投资理念，其单一行业配置比例很少超过权益资产的20%，且主要以稳健的能看到绝对收益的行业和公司为主；通过行业层面的分散，从而降低基金组合的波动率和潜在风险。

重仓标的注重安全，组合整体积极灵活：组合构建方面，相比于向上弹性，王培在重仓股部分更为看重标的安全性，只有低估或接近低估的个股才有可能被其重仓持有；而非重仓股部分，则是基于标的潜力及行业爆发力进行选取，主要以短期策略为主。 王培依靠踏实调研、谨慎投资的思路，积极灵活调整标的，从而在个股出现非理性上涨时及时调转方向。

华安策略优选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华安策略优选” ）成立于2007年 8月2日，该基金以优选股票为主，配合多种投资策略，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收益，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产品特征 ：

业绩持续优异，排名位列前茅：华安策略优选基金过往业绩优异，且在2013年6月基金经理杨明接手后，基金业绩更为稳健，其近2年及近3年的累计收益分别为28 .50%和38 .30%，大幅跑赢同期沪深300指数收益及自身业绩比较基准，在同类型基金业绩排名中均处前5%以内水平。 此外，杨明自接管以来的年化任职回报率为15 .30%,在407只可比基金中排名第16位，管理能力卓越。

擅长宏观研究，兼顾价值成长：基金经理杨明作为华安基金的投资研究部高级总监，从事宏观研究 10余年，对宏观经济的认识深入，对大周期的把握准确，通过综合考虑宏观、行业及个股层面的多重因素，从而进行资产搭配 。 在构建投资组合时，基金经理主要以“自下而上” 的策略为主，辅以“自上而下” 的宏观判断，在侧重个股价值的同时，兼顾其成长性，从而选出具有良好投资潜力的个股。

注重风险收益，仓位适度调节：杨明经理在组合的风险管控方面颇为重视 ，产品最大回撤幅度始终低于同类基金平均水平 ，同时其近两年及近三年的夏普比率及詹森指数等也均处同类前5%以内水平，风险收益匹配良好。 在仓位选择方面，产品大部分时间保持在85%-95%的较高仓位水平，但若对于后市较判断较为悲观时，便会通过较大幅度的资产调整平抑组合整体波动。

产品名称 国金分类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规模（亿元）

2018/12/31

单位净值

今年以来

净值增长率（

%

）

近两年

净值增长率（

%

）

近三年

净值增长率（

%

）

主要销售机构

交银新成长 混合型

2014-05-09

王崇 交银施罗德基金

25.65 1.75 2.28 19.71 43.62

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农业银行

汇添富价值精选 混合型

2009-01-23

劳杰男 汇添富基金

83.93 2.08 2.26 14.27 29.50

华夏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

中欧行业成长 混合型

2009-12-30

李欣

,

王培 中欧基金

49.17 0.89 0.53 9.03 18.49

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

华安策略优选 混合型

2007-08-02

杨明 华安基金

73.85 1.37 3.40 28.56 38.30

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南京银行、光大银行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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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严格控制风险 长期稳健增值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淡化风格 攻守兼备

□国金证券 金融产品中心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基金

在追求基金资产稳定增值、有效控

制风险和保持资金流动性的基础

上， 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力

求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

收益。该基金凭借其长期稳定的投

资回报，在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金

牛奖评选中被评为“五年期开放式

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简称：国投瑞银优化增强

债券） 是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旗下的一只二级债基债券基金，成

立于2010年9月8日。 根据2018年三

季报数据显示，三季度末该基金资产

规模为15.49亿元，基金份额为11.04

亿份。

历史业绩：长期稳定优异。 根据

天相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1月

17日， 最近一年， 该基金净值上涨

8.05%， 位列同期439只二级债基债

券基金第24位；最近两年，该基金净

值上涨12.49%，位列同期371只可比

基金第10位；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

上涨17.59%，位列同期243只可比基

金第4位。 该基金以良好的长期业绩

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健的收益。

投资风格：严控波动，长期稳健。

该基金采取稳健灵活的投资策略，注

重挖掘债券收益率曲线期限结构与

信用利差的变动趋势中隐含的投资

机会，通过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的主

动管理， 力求降低基金净值波动风

险，并根据对股票市场的趋势研判及

新股申购收益率预测，适度参与一级

市场新股和增发新股的申购以及二

级市场的股票投资，力求提高基金总

体收益率。 根据天相数据统计显示，

截至2019年1月17日，该基金自成立

以来在震荡的市场中累计回报率高

达83.55%，为投资者赢得了较为优异

的长期回报。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业绩优异。

基金经理李怡文，2008年6月加入国

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投资

部任高级研究员，现任基金经理等职

务。 基金经理董晗和蔡玮菁，管理能

力优异。 根据天相数据统计显示，截

至2019年1月17日，在李怡文掌管国

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期间，该基金的

阶段收益为83.55%，比同期同类型基

金平均收益高63.97%，比同期上证指

数高88.69%，表现优异。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国投瑞银

优化增强债券基金为债券型基金中

的二级债基，投资于债券类资产的投

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 其预

期风险和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和混

合型基金。 建议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

力的投资者积极认购。

（天相投顾 贾志 吴祥）

交银施罗德新成长混合型基金 （简称

“交银新成长”）成立于

2014

年

5

月

9

日，该基

金将深入挖掘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投资机

会，在坚持安全边际的基础上，积极布局新

兴成长行业优质成长股票， 力争实现基金

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业绩持续保持领先，市场适应能力强：

交银新成长基金在成立4年多的时间里，年

化回报率为17.36%， 中长期业绩表现亮

眼。 该基金完整经历“牛熊” 考验，市场适

应能力强；即便是在2016年年初“熔断” 的

情况下，全年仍以2.44%的正收益大幅跑赢

市场及同业平均，投资管理能力优异。

淡化投资风格，看重行业景气度：基金

经理王崇自任职以来恪守投资理念， 不跟

随市场风格的变化漂移， 曾从事过多年的

周期股研究，擅长宏观分析，并形成自上而

下控制系统风险、 自下而上从中观和微观

层面选择高景气成长行业和公司的投资逻

辑。 在组合配置上，基金经理较为淡化投资

风格，更为看重行业景气度指标，倾向于寻

找景气初期或中期的行业， 偏爱能够成长

壮大的公司。

左侧布局，逆向投资：行业层面，基金经

理以1年为周期，逆向选择过去跑输但基本面

良好，且估值合理的行业，在价值和趋势的平

衡上会有所把握。个股方面，擅长投资新兴行

业成长股，注重公司成长性、竞争优势，以及

管理层等方面，看重估值指标，风险观较为审

慎。在持股风格上，基金经理注重行业分散且

个股集中度不高，用以分散组合风险；其持股

时间较长并淡化择时， 倾向于不参与市场热

点，逢低布局估值较合理的“冷门股” 。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汇添富价值精选”）成立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该基金坚持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

精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公司股票， 在有

效管理风险的前提下， 追求基金资产的中

长期稳健增值。

长期制胜，盈利突出：凭借着对偏价值

以及稳健成长类个股的良好把握， 汇添富

价值精选基金业绩表现一直稳定优秀。 其

近两年以及近三年的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14.27%和29.50%，在同类型基金中均处前

10%以内水平。 同时，即便将周期再度拉长

来看， 其管理业绩依然能够经受起市场考

验，自成立以来的近十年时间中，该产品的

年化回报率达16.70%，在210只可比基金中

位列首位，超额收益明显，盈利能力突出。

选股能力出色，风控效果显著：汇添富价

值精选风格稳健，跨越牛熊，采用自下而上基

本面分析方法， 精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公

司进行投资布局。从风险收益指标来看，该基

金近1年、 近2年的夏普比率和詹森指数在可

比的同类型基金中均排名前1/5，实现了良好

的风险收益配比。

仓位适度调整，操作风格稳健：与立足

中长期的投资目标一脉相承，汇添富价值精

选基金经理劳杰男在投资风格上注重安全

边际，强调对个股风险收益比的考量，通过

左侧或者前瞻性的判断结构，在行业相对均

衡的基础上优选个股，在过往的投资中显示

出较强的行业判断力及选股能力，持股适度

集中，配置风格稳健。 此外，基金保持一贯的

高仓位运作模式，在大类资产上的择时操作

较少，仓位多数时间高于80%。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

称 “中欧行业成长”） 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 该基金主要投资于成长性行业股票，在

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积极

主动的资产配置，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

稳定增值。

收益指标领先，风险控制卓越：中欧行业

成长基金成立于2009年12月，基金近2年、近

3年的累计回报率分别为9.03%和18.39%，收

益水平在同类近500只基金产品中处于前

10%附近。同时，基金经理对组合的波动指标

及风险控制也十分重视， 产品近两年及近三

年的波动率均明显低于同类型基金的平均水

平， 其最大回撤幅度也均控制在同类型基金

前1/3水平附近；此外，该基金的夏普比率也

均维持在前15%以内水平， 风险调整后的收

益能力突出。

多元化行业配置，降低组合风险：基金

经理王培管理经验丰富，过往业绩优异。 对

于组合管理， 其始终坚持多元化行业配置，

秉承“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的投资理

念，其单一行业配置比例很少超过权益资产

的20%，且主要以稳健的能看到绝对收益的

行业和公司为主； 通过行业层面的分散，从

而降低基金组合的波动率和潜在风险。

重仓标的注重安全，组合整体积极灵活：

组合构建方面，相比于向上弹性，王培在重仓

股部分更为看重标的安全性， 只有低估或接

近低估的个股才有可能被其重仓持有； 而非

重仓股部分， 则是基于标的潜力及行业爆发

力进行选取，主要以短期策略为主。王培依靠

踏实调研，积极灵活调整标的，从而在个股出

现非理性上涨时及时调转方向。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华安策略优选”）成立于

2007

年

8

月

2

日，该基金以优选股票为主，配合多种投

资策略，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分享中

国经济成长带来的收益，实现基金资产的

长期稳定增值。

业绩持续优异，排名位列前茅：华安策

略优选基金过往业绩优异，且在2013年6月

基金经理杨明接手后，基金业绩更为稳健，

其近2年及近3年的累计收益分别为28.50%

和38.30%，大幅跑赢同期沪深300指数收益

及自身业绩比较基准， 在同类型基金业绩

排名中均处前5%以内水平。此外，杨明自接

管以来的年化任职回报率为15.30%。

擅长宏观研究，兼顾价值成长：基金

经理杨明作为华安基金的投资研究部高

级总监，从事宏观研究10余年，对宏观经

济的认识深入， 对大周期的把握准确，通

过综合考虑宏观、行业及个股层面的多重

因素，从而进行资产搭配。 在构建投资组

合时，基金经理主要以“自下而上” 的策

略为主，辅以“自上而下” 的宏观判断，在

侧重个股价值的同时， 兼顾其成长性，从

而选出具有良好投资潜力的个股。

注重风险收益，仓位适度调节：杨明经

理在组合的风险管控方面颇为重视，产品最

大回撤幅度始终低于同类基金平均水平，同

时其近两年及近三年的夏普比率及詹森指

数等也均处同类前5%以内水平， 风险收益

匹配良好。 在仓位选择方面，产品大部分时

间保持在85%-95%的较高仓位水平， 但若

对于后市判断较为悲观时，便会通过较大幅

度的资产调整平抑组合整体波动。

表格

新年伊始，随着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的推出，叠加央行宣布再次降准，市场短

期风险偏好得以提振，但当前制约A股反弹高度的仍是“企业盈利下行” 。 随着A股与海

外市场的联动日益密切，外部环境的变化仍将大概率扰动A股市场。在此背景下，对于基

金投资我们延续淡化风格、攻守兼备的均衡配置策略。 本期选出4只相关基金进行分析，

供投资者参考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