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摩双利增强债券：坚持稳健策略 业绩回报稳定

推荐理由：大摩双利增强债券基金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合理配置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使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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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摩根士丹利华鑫双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大摩双利增强债券）是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债券型基金，成立于 2013年3月26日。 根据2018年四季报数据显示，四季度末该基金A份额资产规模为 14 .56亿元，基金份额为12 .73亿份。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良好，回报稳定。 天相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4月4日，最近一年，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 7 .23%；最近两年，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 10 .78%；最近三年，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 1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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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配置策略，风格稳健。该基金坚持稳健配置策略，分别对影响信用债市场的信贷水平、信用利差水平、信用债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进行分析；然后，对影响可转债市场的转股溢价率、隐含波动率、可转债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最后，该基金根据上述分析结论，预测和比较信用债、可转债两类资产未来的收益率与风险，并结合二者的相关关系，确定并调整信用债、可转债两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在收益与风险间寻求最佳平衡 ，力争为投资

者创造长期稳定收益。 天相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 4月4日，该基金A份额自成立以来在震荡的市场中累计回报率高达 46 .34%，为投资者赢得较为良好的长期回报。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业绩良好。 基金经理张雪，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2014年11月加入深圳前海中金大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基金经理等职位 。 天相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2019年4月4日，在张雪掌管大摩双利增强债券A期间，该基金的阶段收益为29 .85%，比同期同类型基金平均收益高19 .85%，比同期上证指数高22 .35%，在震荡的市场走势中，表现较为稳定。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大摩双利增强债券为债券型基金中的纯债型品种 ，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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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媒体互联网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华安媒体互联网” ）成立于2015年5月 15日，该基金重点投资于与媒体和互联网相关的子行业或企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把握该主题投资机会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聚焦媒体互联，业绩稳定优异：华安媒体互联网作为行业主题型基金产品 ，其投资于媒体互联网相关行业的证券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 今年以来随着券商、5G通信、新能源等相关行业上市公司领涨市场，该基金业绩迅速走高 ，其今年以来累计收益率达46 .70%，在同类型基金中排名前列。 同时从中长期表现上看，该产品业绩依旧稳定，近两年及近三年的累计回报分别为 47 .44%和40 .25%，位居同类型基金前10%以内水平。

基金经理行业背景独特 ，重视组合风险收益：基金经理胡宜斌拥有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且曾从事互联网行业，精通 IT技术领域。 接管产品以来，其多次经历市场大幅调整，对于风险因素可能对组合造成的影响认识深刻，因此更为重视风险收益指标，产品近一年、近两年以及近三年的夏普比率均处同类型基金的前三分之一水平附近。 胡宜斌始终强调，做成长股并不意味着激进，而是要重视风险控制。

选股能力突出，擅长产业布局：胡宜斌选股能力突出，偏好前景有颠覆性的行业，通常根据产业发展趋势进行投资布局。 其操作风格十分灵活，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资策略，秉承“选对赛道 ，再挑快马 ” 的准则 。

农银汇理策略精选

农银汇理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农银汇理策略精选” ）成立于 2011年9月6日，该基金以提高投资组合经风险调整后的超额收益为目标，通过对定量和定性多种投资策略的有效结合，力争为投资者创造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回报。

收益能力持续向好，业绩增长表现稳定：农银汇理策略精选基金近三年以来净值表现呈上升趋势，展现出良好的获利能力，同时亦体现出其自身较强的市场适应性和业绩稳定性。 基金经理张峰自2015年12月执掌该基金以来，实现了11.68%的年化任职回报，大幅跑赢同期沪深300指数收益。 同时，该基金近期业绩表现也较为稳健，其今年以来累计取得25.54%的净值增长。

自上而下看行业，选股能力突出：基金经理张峰偏重于自上而下的行业配置。 从过往季报来看，该基金行业集中度以及个股集中度均较高 ，行业配置上贡献的超额收益相对更多。 与此同时 ，近2年的重仓持股取得了超过基础市场同期涨幅的超额收益，表现出较好的个股选择能力。

投资风格灵活，组合积极调整：张峰市场敏感度较高，在实际投资中兼顾择时和行业配置，其并不拘泥于个别行业或板块，而是在季度间随市场风格变化调整组合结构，相对较高的换手率水平也体现出其积极灵活的投资特征 。 此外，基金经理偏好参与确定性较高的投资机会 ，今年以来其相对看好中小市值个股的表现，尤其是一些代表新产业趋势的优质高成长次新股；而在大市值板块方面，更加看好利率敏感性的地产和券商板块 。

建信优选成长

建信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建信优选成长” ）成立于2006年 9月8日，产品通过对经济环境以及公司基本面的分析研究，优选具有良好持续成长潜力并具备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进行积极投资，为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

久经市场考验，中长期业绩稳定：建信优选成长基金自成立以来多次经历市场牛熊考验，基金净值稳步增长。 在2014-2018年期间，该产品在多数年度中的业绩表现也均优于同类型基金平均水平，中长期业绩表现稳定。 基金经理姚锦自2012年2月起负责该产品的运作及管理，其任职年化回报率达14.55%，在同业排名中处前20%以内水平。

擅长宏观策略，看重行业成长空间 ：基金经理姚锦在宏观策略方面的研究极为深入，重视宏观政策、市场风格与投资标的间的合理搭配，现任公司宏观策略组负责人。 其在选股上秉承“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 相结合的投资思路，注重投资标的基本面研究，并通过投研互动和对变量的追踪进行前瞻性布局；其倾向于选择具有长期成长空间的行业和个股进行投资，并根据市场情绪及标的估值水平的变化进行合理操作，确保组合稳健增长。

仓位灵活调节，时刻保有余量：基金在仓位选择上相对灵活，在考虑个股阿尔法的同时，也会对市场贝塔进行考量 ，从而使得最终仓位跟宏观环境 、市场情绪以及各股层面等因素均较为匹配。 同时从过往数据上看 ，该基金历史仓位从未达到过规定上限，基金经理倾向于保有余量以灵活应对潜在风险。

银华中小盘精选

银华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华中小盘精选” ) � 成立于2012年6月 20日，该基金依托中国资本市场层次、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的不断完善，通过投资于具有竞争优势和较高成长性的中小盘股票，寻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收益能力长期稳定，业绩表现持续领先：银华中小盘精选基金在不同阶段收益能力均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各年度的业绩和排名均相对靠前。 截至目前，该基金今年以来、近两年以及近三年的净值增长率分别为46 .10%、29 .67%和 59 .27%，均处同类型基金前10%以内水平。 基金经理李晓星自2015年接任以来的年化任职回报达14 .17%，排名位居行业前5%。

兼顾消费及成长，看重公司基本面：基金经理李晓星围绕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的主线，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选取投资标的，偏好在景气度边际向上的大众消费品、新能源、高端制造、TMT等领域进行投资。 随着基金管理规模的不断增大，其对于公司基本面情况更为看重，倾向于赚取优质公司业绩增长的钱，以使基金净值稳健增长。

四步法选股，秉承“积胜” 策略：李晓星善于根据市场走势动态调整基金仓位 ，注重分散化资产配置以降低投资风险。 在重仓股选择上，在用量化手段进行初步确认后，再通过“选择景气度向上的行业、筛选业绩增速快的公司、考虑标的估值是否合理以及标的上下游景气度调研” 这一四步法进行选股，以提高组合胜率。 其本人推崇大道至简的“积胜” 策略，通过长期积累确保业绩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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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长期价值进行配置

□国金证券 金融产品中心

大摩双利增强债券基金通

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 合理

配置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

具，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力争使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的

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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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

续优胜金牛基金”。

摩根士丹利华鑫双利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大摩双利增

强债券） 是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债券型基金，

成立于2013年3月26日。根据2018年

四季报数据显示，四季度末该基金A

份额资产规模为14.56亿元， 基金份

额为12.73亿份。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良好，回报

稳定。 天相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9

年4月4日，最近一年，该基金A份额

净值上涨7.23%；最近两年，该基金A

份额净值上涨10.78%；最近三年，该

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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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配置策略，风格

稳健。 该基金坚持稳健配置策略，分

别对影响信用债市场的信贷水平、信

用利差水平、信用债市场供求关系等

因素进行分析；然后，对影响可转债

市场的转股溢价率、 隐含波动率、可

转债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进行分析

研究；最后，该基金根据上述分析结

论，预测和比较信用债、可转债两类

资产未来的收益率与风险，并结合二

者的相关关系， 确定并调整信用债、

可转债两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在收益

与风险间寻求最佳平衡，力争为投资

者创造长期稳定收益。 天相数据统计

显示，截至2019年4月4日，该基金A

份额自成立以来在震荡的市场中累

计回报率高达46.34%，为投资者赢得

较为良好的长期回报。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业绩良好。

基金经理张雪，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2014年11月加入深圳前海中

金大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基金

经理等职位。 天相数据统计显示，截

至2019年4月4日，在张雪掌管大摩双

利增强债券A期间， 该基金的阶段收

益为29.85%，比同期同类型基金平均

收益高19.85%， 比同期上证指数高

22.35%，在震荡的市场走势中，表现

较为稳定。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大摩双利

增强债券为债券型基金中的纯债型品

种， 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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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华安媒体互联网”）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 该基金重点投资于与媒体和互联

网相关的子行业或企业， 在严格控制风险

的前提下， 力争把握该主题投资机会实现

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聚焦媒体互联，业绩稳定优异：华安媒

体互联网作为行业主题型基金产品， 其投

资于媒体互联网相关行业的证券不低于非

现金基金资产的80%。今年以来随着券商、

5G通信、新能源等相关行业上市公司领涨

市场，该基金业绩迅速走高，其今年以来累

计收益率达46.70%，在同类型基金中排名

前列。同时从中长期表现上看，该产品业绩

依旧稳定， 近两年及近三年的累计回报分

别为47.44%和40.25%，位居同类型基金前

10%以内水平。

基金经理行业背景独特， 重视组合风

险收益： 基金经理胡宜斌拥有丰富的投资

管理经验，且曾从事互联网行业，精通IT

技术领域。接管产品以来，其多次经历市场

大幅调整， 对于风险因素可能对组合造成

的影响认识深刻， 因此更为重视风险收益

指标，产品近一年、近两年以及近三年的夏

普比率均处同类型基金的前三分之一水平

附近。胡宜斌始终强调，做成长股并不意味

着激进，而是要重视风险控制。

选股能力突出，擅长产业布局：胡宜斌

选股能力突出，偏好前景有颠覆性的行业，

通常根据产业发展趋势进行投资布局。 其

操作风格十分灵活， 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相结合的投资策略，秉承“选对赛道，

再挑快马” 的准则。

农银汇理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农银汇理策略精选”）成立于

2011

年

9

月

6

日，该基金以提高投资组合经

风险调整后的超额收益为目标，通过对定

量和定性多种投资策略的有效结合，力争

为投资者创造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回报。

收益能力持续向好， 业绩增长表现稳

定：农银汇理策略精选基金近三年以来净值

表现呈上升趋势， 展现出良好的获利能力，

同时亦体现出其自身较强的市场适应性和

业绩稳定性。 基金经理张峰自2015年12月

执掌该基金以来， 实现了11.68%的年化任

职回报， 大幅跑赢同期沪深300指数收益。

同时， 该基金近期业绩表现也较为稳健，其

今年以来累计取得25.54%的净值增长。

自上而下看行业， 选股能力突出：基

金经理张峰偏重于自上而下的行业配置。

从过往季报来看，该基金行业集中度以及

个股集中度均较高，行业配置上贡献的超

额收益相对更多。 与此同时，近2年的重仓

持股取得了超过基础市场同期涨幅的超

额收益，表现出较好的个股选择能力。

投资风格灵活，组合积极调整：张峰

市场敏感度较高，在实际投资中兼顾择时

和行业配置，其并不拘泥于个别行业或板

块，而是在季度间随市场风格变化调整组

合结构，相对较高的换手率水平也体现出

其积极灵活的投资特征。 此外，基金经理

偏好参与确定性较高的投资机会，今年以

来其相对看好中小市值个股的表现，尤其

是一些代表新产业趋势的优质高成长次

新股；而在大市值板块方面，更加看好利

率敏感性的地产和券商板块。

建信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建信优选成长”）成立于

2006

年

9

月

8

日， 产品通过对经济环境以及公司基本面

的分析研究， 优选具有良好持续成长潜力

并具备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进行积极投

资，为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

久经市场考验，中长期业绩稳定：建信

优选成长基金自成立以来多次经历市场牛

熊考验，基金净值稳步增长。 在2014-2018

年期间，该产品在多数年度中的业绩表现也

均优于同类型基金平均水平，中长期业绩表

现稳定。 基金经理姚锦自2012年2月起负责

该产品的运作及管理，其任职年化回报率达

14.55%，在同业排名中处前20%以内水平。

擅长宏观策略，看重行业成长空间：基

金经理姚锦在宏观策略方面的研究极为深

入，重视宏观政策、市场风格与投资标的间

的合理搭配，现任公司宏观策略组负责人。

其在选股上秉承“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

上” 相结合的投资思路，注重投资标的基

本面研究， 并通过投研互动和对变量的追

踪进行前瞻性布局； 其倾向于选择具有长

期成长空间的行业和个股进行投资， 并根

据市场情绪及标的估值水平的变化进行合

理操作，确保组合稳健增长。

仓位灵活调节，时刻保有余量：基金在

仓位选择上相对灵活， 在考虑个股阿尔法

的同时，也会对市场贝塔进行考量，从而使

得最终仓位跟宏观环境、 市场情绪以及各

股层面等因素均较为匹配。 同时从过往数

据上看， 该基金历史仓位从未达到过规定

上限， 基金经理倾向于保有余量以灵活应

对潜在风险。

银华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简称“银华中小盘精选”

)

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 该基金依托中国资本市场层

次、 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的不断完善，通

过投资于具有竞争优势和较高成长性的

中小盘股票，寻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收益能力长期稳定，业绩表现持续领

先：银华中小盘精选基金在不同阶段收益

能力均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各年度的业绩

和排名均相对靠前。 截至目前，该基金今

年以来、近两年以及近三年的净值增长率

分别为46.10%、29.67%和59.27%，均处同

类型基金前10%以内水平。基金经理李晓

星自2015年接任以来的年化任职回报达

14.17%，排名位居行业前5%。

兼顾消费及成长，看重公司基本面：基

金经理李晓星围绕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的

主线，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选取投资标的，

偏好在景气度边际向上的大众消费品、新

能源、高端制造、TMT等领域进行投资。 随

着基金管理规模的不断增大， 其对于公司

基本面情况更为看重， 倾向于赚取优质公

司业绩增长的钱，以使基金净值稳健增长。

四步法选股，秉承“积胜” 策略：李晓

星善于根据市场走势动态调整基金仓位，

注重分散化资产配置以降低投资风险。在

重仓股选择上，在用量化手段进行初步确

认后，再通过“选择景气度向上的行业、

筛选业绩增速快的公司、考虑标的估值是

否合理以及标的上下游景气度调研” 这

一四步法进行选股，以提高组合胜率。 其

本人推崇大道至简的“积胜” 策略，通过

长期积累确保业绩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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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媒体互联网 混合型

2015-05-15

胡宜斌 华安基金

30.87 1.4670 46.70 47.44 40.25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

农银汇理策略精选 混合型

2011-09-06

张峰 农银汇理基金

15.72 1.1759 25.54 33.32 57.18

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

建信优选成长 混合型

2006-09-08

姚锦 建信基金

15.20 2.0018 31.07 16.99 19.06

招商银行、北京银行、光大银行、农业银行

银华中小盘精选 混合型

2012-06-20

李晓星

,

张萍 银华基金

23.10 2.3800 46.10 29.67 59.27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广发银行、民生银行

表格

随着MSCI提高A股纳入因子比例，投资者对于海外增量资金的持续流入趋于乐观，减

税降费及政策对于民企支持力度的超预期，支撑市场继续走高。不过，短期大概率开启宽幅

震荡模式。基金投资更应收缩高风险、高贝塔风格产品的战线，立足中长期配置价值的角度

挑选标的。本期选出华安媒体互联网、农银汇理策略精选、建信优选成长以及银华中小盘精

选等4只产品进行分析，供投资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