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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稳定增利债券：上下结合配置 长期稳健增值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把握震荡市场中的阿尔法收益

□国金证券 金融产品中心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基金通

过主动管理债券组合， 力争在

追求基金资产稳定增长基础

上， 为投资者取得高于投资基

准的回报。 该基金凭借其长期

稳定的投资回报， 在第十六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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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建信稳定增利债券” ）

是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

的一只债券型基金，成立于2014年9

月29日。 根据2019年二季报数据，二

季度末该基金A份额资产规模为3.66

亿元，基金份额为2.06亿份。

历史业绩：长期稳定良好。 根据

天相数据，截至2019年8月8日，最近

两年，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8.56%；

最近三年， 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

7.78%；最近四年，该基金A份额净值

上涨14.54%。 该基金以稳定的长期

业绩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收益。

投资风格：上下结合，长期稳健。

该基金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确定投

资组合久期，结合自下而上的个券选

择方法构建债券投资组合，同时在固

定收益资产所提供的稳定收益基础

上，适当参与新股发行申购及增发新

股申购。 该基金管理人力求综合发挥

固定收益、股票及金融衍生产品投资

研究团队的力量，通过专业分工细分

研究领域， 立足长期基本因素分析，

从利率、 信用等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形成投资策略，优化组合，获取可持

续的、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稳定投资

收益。 根据天相数据，截至2019年8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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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3%，为

投资者赢得了较为优异的长期回报。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业绩稳定。

基金经理朱建华， 曾任大连博达系统

工程公司职员、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

公司项目组长、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

公司公司评级部总经理助理、 国泰基

金管理公司高级研究员等职位。 2011

年6月加入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历任高级债券研究员、基金经理助

理，现任多只基金的基金经理等职位。

基金经理黎颖芳，管理经验丰富。 根据

天相数据，截至2019年8月8日，在朱建

华掌管建信稳定增利债券期间， 该基

金A份额的阶段收益为6.49%，比同期

上证指数高16.85%，表现稳定。

投资建议：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为

债券型基金中的一级债基品种， 投资

于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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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该基金以挖掘、筛选具有优秀商业模

式的公司为主要投资策略， 通过投资这类公

司力求获取当前收益及实现长期资本增值。

业绩持续优异，产品稳定性高：兴全商业

模式优选各阶段业绩表现均较为突出。 截至

2019年8月8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的总回报

为218.82%，年化回报达19.07%。 同时，产品今

年以来、近两年以及近三年的净值增长率分别

为36.15%，44.09%和33.39%，均处同类型基金

第一梯队。此外，从风险指标上看，其对最大回

撤指标的控制能力突出，产品稳定性高。

自下而上精选个股，重视估值与基本面

匹配：基金经理乔迁坚持自下而上精选个股

的投资方式，对于标的选择不会刻意区分成

长与价值风格，而是更为注重独立思考以及

对股票的长期跟踪，通过观察个股估值与基

本面的匹配程度，从而优选出竞争力与性价

比更为出众的投资标的。乔迁重视商业模式

的选择，对于管理层决策能力优秀、团队具

有良好纠错及应变能力以及拥有良好组织

构架和激励机制的上市公司更为青睐。

中长期持仓为主，组合配置适度调节：基

金组合主要以中长期持仓为主， 但同时也会

根据市场变化， 灵活调节长期持有标的中估

值扩张弹性较大品种的配置权重， 并在控制

安全边际的前提下适度参与中短期品种，从

而增强组合“灵活度” 。 其中，中长期配置部

分通常占据组合60%以上仓位， 通过持有基

本面长期向上且具有良好远景的股票， 从而

控制组合回撤； 而短期配置部分则倾向于参

与基本面经营出现小周期波动的投资机会。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简称

“中欧新蓝筹”）成立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产品

主要投资于未来持续成长能力强的潜力公

司，同时通过合理的动态资产配置，追求超

越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长期稳定资本增值。

收益能力长期居前，投资管理能力强劲：

中欧新蓝筹奉行积极的投资理念， 坚持精心

选股和严格的风险控制。 自2008年7月成立

以来，其年化业绩回报率达14.68%，保持了

良好的业绩持续性；同时产品今年以来、近两

年以及近三年的累计收益分别为42.52%、

27.83%和38.88%， 均处同类型基金的前5%

附近水平。从风险控制角度看，该基金短、中、

长各期风险调整后收益指标均较佳。

投资风格稳健，注重行业选择：基金经

理周蔚文是市场上为数不多管理经验远超

10年的基金经理，其秉承长期投资理念，以

价值坚守换取时间玫瑰，投资风格始终较为

稳健，不盲目追求短期热点。 其重视行业层

面的选择，倾向于在前景比较好的行业中选

择业绩增速能够超过行业增长的个股，再通

过对公司中期的利润预测以及长期成长性

的评估，从而确认股票潜在的上升空间。

配置相对均衡，布局略偏左侧：在组合

构建方面，周蔚文不赌单一产业方向，组合

中多在4-5个景气度较为优秀的行业或领

域进行布局， 从而降低单一行业出现预期

偏差时对组合净值所造成的潜在影响。 同

时在个股层面，其配置亦较为分散，而重仓

部分持股周期较长。 周蔚文坚持在能力圈

范围内进行投资，不极端、不冒进，对于符

合标准的投资标的， 其往往是在偏左侧时

买入并坚定持有，从而获得超额收益。

交银施罗德经济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交银经济新动力”）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基金分享因中国经济改革、创新和

升级发展所带来的投资新机会， 力争为持有

人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累计收益显著，业绩排名领先：交银经

济新动力成立以来，基金累计收益显著，其

今年以来、近一年、近两年的累计收益分别

为47.35%、46.49%和41.37%,均处同类型

基金前5%以内水平，业绩排名持续领跑同

业。 基金经理郭斐自2018年6月接手该基

金以来，年化回报率为25.54%，处同业领

先位置。

侧重基本面研究， 挖掘优质成长标的：

相比于交易策略， 郭斐更为侧重基本面研

究；在研究方法上，会首先根据自上而下的

判断去挖掘行业趋势较好的领域，然后再结

合自下而上的方式去验证该行业趋势下受

益的A股公司，通过微观专家访谈、调研等

方式跟踪标的，将优质个股纳入组合。 基金

经理将该研究方法应用于电子、通信、电动

车等具有相近研究范式的行业里，用以挖掘

不同赛道中的优质成长股标的。

多条赛道均衡配置， 权重比例适度调

节：郭斐看好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半导

体、5G、 产业信息化等多条成长股赛道，会

均衡配置于各个看好的方向， 而非过度押

注单一行业， 会根据不同时点的景气度调

节赛道间权重比例， 避免由于短期风险事

件或者行业的不景气导致组合整体收益欠

佳，规避持仓方向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

而在每个赛道中， 其倾向于通过集中配置

于优质个股的方式获取阿尔法收益。

大成优选混合型基金 （简称 “大成优

选”）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基金主要采用

优选个股的主动投资策略， 通过对价值型

和成长型股票均衡布局， 来实现控制净值

波动和获取超额收益的投资目标。

中长期业绩表现优异，风险控制能力突

出：大成优选今年以来、近2年以及近3年的

累计回报率分别为 24.66% 、14.51% 和

33.02%，中长期业绩表现优异；同时其成立

至今的年化回报率为15.64%， 处同类型基

金前列。 此外，基金经理对组合的风险控制

也十分重视，各阶段该基金的最大回撤幅度

及波动率指标均控制在同类型基金前20%

以内，同时其中长期夏普比率也均位居第一

梯队，产品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能力突出。

注重优质标的筛选， 风格相对均衡：基

金经理戴军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个股及行业

的研究上，聚焦于社会升级、产业升级以及

消费等领域，并注重所选股票的行业竞争格

局、企业竞争力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其不偏

执于单一行业或风格，持仓相对分散且仓位

中长期保持稳定，通过提高所选个股的胜率

从而确保组合的长期平稳增长。

侧重估值匹配，重视风险定价：戴军重

视个股研究与组合管理之间的协同运用，在

研究方面侧重于公司基本面及估值的匹配

度，而在组合管理上重视风险定价及动态调

整。 在具体的组合构建方面，在坚持“价值

中枢回归”和“细分产业成长”均衡策略的

基础上， 还通过综合运用“绝对收益工具

池” 增厚组合收益。 此外，产品综合运用多

种策略工具， 从而有效控制组合净值波动，

力求组合在震荡市场环境下亦有较好表现。

表格

7月以来，投资者参与情绪依然偏低，两市成交量继续萎缩，市场呈现弱势震荡格

局。 在等待更为明确的正向信号之际，对于基金投资，更应寻求高性价比标的，把握震荡

市场中的阿尔法收益。本期选出兴全商业模式优选、中欧新蓝筹、交银经济新动力以及大

成优选基金进行分析，供投资者参考选择。

产品名称 国金分类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规模（亿元）

2019/06/30

单位净值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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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 混合型

2012-12-18

乔迁 兴全基金

20.08 1.8530 36.15 44.09 33.39

光大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

中欧新蓝筹 混合型

2008-07-25

周蔚文

,

金媛媛 中欧基金

46.65 1.3522 42.52 27.83 38.88

浦发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

交银经济新动力 混合型

2016-10-20

郭斐 交银施罗德基金

11.88 1.4558 47.35 41.37 -

农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

大成优选 混合型

2012-07-27

戴军 大成基金

16.53 2.8560 24.66 14.51 33.02

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上下结合配置 长期稳健增值

推荐理由：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基金通过主动管理债券组合，力争在追求基金资产稳定增长基础上，为投资者取得高于投资基准的回报。 该基金凭借其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在第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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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建信稳定增利债券” ）是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一只债券型基金，成立于2014年9月 29日。 根据 2019年二季报数据，二季度末该基金A份额资产规模为 3.66亿元，基金份额为2.06亿份。

历史业绩 ：长期稳定良好。 根据天相数据，截至2019年8月 8日，最近两年，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8.56%；最近三年，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7.78%；最近四年，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14.54%。 该基金以稳定的长期业绩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收益。

投资风格 ：上下结合，长期稳健。 该基金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确定投资组合久期，结合自下而上的个券选择方法构建债券投资组合，同时在固定收益资产所提供的稳定收益基础上，适当参与新股发行申购及增发新股申购。 该基金管理人力求综合发挥固定收益、股票及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研究团队的力量，通过专业分工细分研究领域，立足长期基本因素分析，从

利率、信用等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形成投资策略，优化组合，获取可持续的、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稳定投资收益。 根据天相数据，截至2019年 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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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3%，为投资者赢得了较为优异的长期回报。

基金经理 ：经验丰富，业绩稳定。 基金经理朱建华，曾任大连博达系统工程公司职员、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项目组长、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公司评级部总经理助理、国泰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研究员等职位。 2011年6月加入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历任高级债券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多只基金的基金经理等职位。 基金经理黎颖芳，管理经验丰富。

根据天相数据，截至2019年8月 8日，在朱建华掌管建信稳定增利债券期间 ，该基金A份额的阶段收益为6.49%，比同期上证指数高 16.85%，表现稳定。

投资建议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为债券型基金中的一级债基品种，投资于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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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兴全商业模式优选” ）成立于 2012年12月18日，该基金以挖掘、筛选具有优秀商业模式的公司为主要投资策略，通过投资这类公司力求获取当前收益及实现长期资本增值。

产品特征：

业绩持续优异，产品稳定性高：兴全商业模式优选各阶段业绩表现均较为突出。 截至2019年8月8日，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的总回报为 218.82%，年化回报达19.07%，在同类型基金中处前10%以内水平。 同时，产品今年以来、近两年以及近三年的净值增长率分别为36.15%，44.09%和33.39%，均处同类型基金第一梯队。 此外，从风险指标上看，其对最大回撤指标的控制

能力突出，产品稳定性高。

自下而上精选个股，重视估值与基本面匹配：基金经理乔迁坚持自下而上精选个股的投资方式，对于标的选择不会刻意区分成长与价值风格，而是更为注重独立思考以及对股票的长期跟踪，通过观察个股估值与基本面的匹配程度，从而优选出竞争力与性价比更为出众的投资标的。乔迁重视商业模式的选择，对于管理层决策能力优秀 、团队具有良好纠错及应

变能力、以及拥有良好组织构架和激励机制的上市公司更为青睐 。

中长期持仓为主 ，组合配置适度调节：基金组合主要以中长期持仓为主，但同时也会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节长期持有标的中估值扩张弹性较大品种的配置权重 ，并在控制安全边际的前提下适度参与中短期品种，从而增强组合“灵活度” 。 其中，中长期配置部分通常占据组合60%以上仓位，通过持有基本面长期向上且具有良好远景的股 票，从而 控制组 合回

撤；而短期配置部分则倾向于参与基本面经营出现小周期波动的投资机会 。

中欧新蓝筹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简称“中欧新蓝筹）成立于2008年7月25日，产品主要投资于未来持续成长能力强的潜力公司，同时通过合理的动态资产配置，在注重风险控制的原则下，追求超越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长期稳定资本增值。

产品特征：

收益能力长期居前，投资管理能力强劲：中欧新蓝筹奉行积极的投资理念 ,坚持精心选股和严格的风险控制。 自2008年 7月成立以来，其年化业绩回报率达14.68%，保持了良好的业绩持续性；同时产品今年以来、近两年以及近三年的累计收益分别为 42.52%、27.83%和38.88%，均处同类型基金的前 5%附近水平。 从风险控制角度看，该基金短、中 、长各期风险调整后

收益指标均较佳 ，显示出基金经理较强的投资管理能力。

投资风格稳健，注重行业选择：基金经理周蔚文是市场上为数不多管理经验远超 10年的基金经理，其秉承长期投资理念，以价值坚守换取时间玫瑰 ，投资风格始终较为稳健，不盲目追求短期热点。 其重视行业层面的选择，倾向于在前景比较好的行业中选择业绩增速能够超过行业增长的个股，再通过对公司中期的利润预测以及长期成长性的评估，从而确认股票

潜在的上升空间 。

配置相对均衡，布局略偏左侧：在组合构建方面，周蔚文不赌单一产业方向 ，组合中多在4-5个景气度较为优秀的行业或领域进行布局 ，从而降低单一行业出现预期偏差时对组合净值所造成的潜在影响。同时在个股层面，其配置亦较为分散，而重仓部分持股周期较长。周蔚文坚持在能力圈范围内进行投资，不极端、不冒进，对于符合标准的投资标的，其往往是在

偏左侧时买入并坚定持有，从而获得超额收益。

交银经济新动力

交银施罗德经济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交银经济新动力” ）成立于2016年10月 20日，基金通过深度优选在经济新常态下受益于发展新动力的优质企业，分享因中国经济改革、创新和升级发展所带来的投资新机会，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产品特征：

累计收益显著，业绩排名领先：交银经济新动力成立以来，基金累计收益显著，其今年以来、近一年、以及近两年的累计收益分别为47.35%、46.49%和 41.37%,均处同类型基金前5%以内水平，业绩排名持续领跑同业。 基金经理郭斐自 2018年6月接手该基金以来，年化回报率为25.54%，处同业领先位置，其坚持在能力圈范围内做投资的态度、以及对配置 时

机准确的把握，为基金净值的中长期稳步向上提供支撑。

侧重基本面研究，挖掘优质成长标的：相比于交易策略，郭斐更为侧重基本面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会首先根据自上而下的判断去挖掘行业趋势较好的领域，然后再结合自下而上的方式去验证该行业趋势下受益的A股公司，通过微观专家访谈、调研等方式跟踪标的，将优质个股纳入组合。 基金经理将该研究方法应用于电子 、通信、电动车等具有相近研

究范式的行业里 ，用以挖掘不同赛道中的优质成长股标的。

多条赛道均衡配置，权重比例适度调节：郭斐看好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半导体、5G、产业信息化等多条成长股赛道，会均衡配置于各个看好的方向，而非过度押注单一行业，会根据不同时点的景气度调节赛道间权重比例，避免由于短期风险事件或者行业的不景气导致组合整体收益欠佳，规避持仓方向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 而在每个赛道中，其倾

向于通过集中配置于优质个股的方式获取阿尔法收益。

大成优选

大成优选混合型基金（简称“大成优选” ）成立于2012年7月 27日，基金主要采用优选个股的主动投资策略，通过对价值型和成长型股票均衡布局，来实现控制净值波动和获取超额收益的投资目标。

产品特征：

中长期业绩表现优异，风险控制能力突出 ：大成优选今年以来、近2年以及近 3年的累计回报率分别为 24.66%、14.51%和33.02%，中长期业绩表现优异；同时其成立至今的年化回报率为15.64%，处同类型基金前列。 此外，基金经理对组合的风险控制也十分重视，各阶段该基金的最大回撤幅度及波动率指标均控制在同类型基金前20%以内 ，同时其 中长

期夏普比率也均位居第一梯队，产品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能力突出。

注重优质标的筛选，风格相对均衡：基金经理戴军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个股及行业的研究上，聚焦于社会升级、产业升级以及消费等领域，并注重所选股票的行业竞争格局 、企业竞争力、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 其不偏执于单一行业或风格，持仓相对分散且仓位中长期保持稳定，通过提高所选个股的胜率从而确保组合的长期平稳增长，通过控制资产配置

的风险收益从而平抑组合波动。

侧重估值匹配，重视风险定价：戴军重视个股研究与组合管理之间的协同运用，在研究方面侧重于公司基本面及估值的匹配度，而在组合管理上重视风险定价及动态调整。 在具体的组合构建方面，在坚持“价值中枢回归 ” 和“细分产业成长” 均衡策略的基础上，还通过综合运用“绝对收益工具池 ” 增厚组合收益。 此外，产品综合运用多种策略工具 ，

从而有效控制组合净值波动，力求组合在震荡市场环境下亦有较好表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