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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媒体互联网 建信战略精选 广发聚优 富国精准医疗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有效控制风险 投资风格稳健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适度防御 配置灵活型基金

□上海证券 杨晗 李柯柯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基金的债券类

证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

。

不含可分离债券部分的可转债投资不

超过债券类证券投资比例的

50%

，通过

严格的风险控制，在保证基金资产良好

流动性的基础上，追求低风险下的稳定

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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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简称 “兴全磐稳增利债

券” ）是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

下的一只债券型基金， 成立于

2009年7月23日。根据2019年二季

报数据，二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

模为22.28亿元，基金份额为16.85

亿份。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稳定。 根

据天相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8月

15日，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4.64%；最近两年，该基金净值上

涨8.14%， 位列同期156只可比基

金中第81位；最近五年，该基金净

值上涨57.02%， 位列同期129只可

比基金中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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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调整，严控风

险。 该基金主要采取稳健的债券投

资管理策略，在严格的风险控制和

确保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

过对债券类属配置及目标久期的

适时调整，适时合理地利用现有的

企业债券等投资工具，配合套利策

略的积极运用，追求低风险下的稳

健收益。 根据天相数据，截至2019

年8月15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在

震荡的市场中累计回报率高达

82.18%，为投资者赢得了较为良好

的长期回报。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业绩稳

定。 基金经理张睿，曾任红顶金融

工程研究中心研究部经理、申银万

国证券研究所高级分析师等职位。

2010年加入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历任研究员、固定收益部总监

助理等职位，现任多只基金的基金

经理等职位。 根据天相数据，截至

2019年8月15日， 在张睿掌管兴全

磐稳增利债券期间， 该基金的阶段

收益为15.70%，比同期同类型基金

平均收益高7.20%， 比同期上证指

数高32.46%，为投资者创造了较为

良好的长期稳定收益。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兴全磐稳

增利债券为债券型基金中的一级债

基，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的80%。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

益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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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媒体互联网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是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 基金招募说明

书中约定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30%-

95%

；投资于相关行业证券的资产占非现金

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基金最新规模

为

56.77

亿元。

基金业绩稳健优异：基金成立以来净值

波动高于同类型灵活配置基金，2018年在

下行的市场环境中仍以正收益居灵活配置

混合型前列，2019年一季度表现突出，短期

净值涨幅达40.90%。 基金在5月至今（截至

2019年8月16日，下同）的震荡下行环境中

仍然表现突出,基金收益率为9.42%。

高仓位运作，淡化择时：基金在2015年

四季度由现任基金经理胡宜斌接手后迅速

将仓位从69%抬升至85%，之后一直保持较

高的股票仓位运作（80%以上）。 A股市场

在5月出现下跌， 但基金仓位较前期无较大

变化， 一方面由于基金经理并不主动择时，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基金经理对后市以及自

身选股能力的自信。

偏好成长风格，风格稳定：基金在成立

至今一直保持成长风格运作， 即使在2017

年、2018年、2019年至今以大盘价值风格为

主的市场中也并未发生漂移， 难能可贵。

2017年在板块上的调整不大， 增加了符合

国家政策、代表先进制造的龙头公司。 2018

年回归TMT板块， 增加了通信版块相关个

股，用于对冲宏观下行周期中传统成长股盈

利后周期的影响。 2019年上半年主要投资

于TMT和电子新能源这两个行业， 行业集

中度逐渐提高，体现出基金经理对未来该行

业的变现更为乐观。

建信战略精选成立于

2018

年

4

月

4

日，

是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 基金在严格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精选战略性看好的股票，追

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力求基

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该基金股票投资

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0-95%

。

攻守兼备，业绩优异：建信战略精选成

立时间相对较短， 但成立以来业绩表现稳

健。 2018年成立至今 （截至2019年8月16

日，下同）收益率为14.95%，大幅超越同期

沪深300指数 （-3.93%）。 从近期表现来

看， 在2019年一季度的上涨环境中弹性较

高，收益率达33.84%，在同类型基金中（灵

活配置型基金）位于前10%。

行业集中度高，择时选股能力强：从基

金的行业配置上来看，基金主要投资于金融

地产、食品饮料行业，行业集中度较高。除此

之外， 基金也适度参与其他板块的投资机

会，2019年一季度参与医药板块的投资，重

仓股长春高新一季度上涨81.14%， 增厚组

合收益。 2019年二季度长春高新不再出现

于前十大重仓股中，同期该股票业绩下滑明

显，验证了基金经理优秀的择时选股能力。

投资风格稳中求进，思路灵活：基金经

理王东杰曾就职于高盛高华证券， 具备国

际化投资视野， 现任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

联席投资官。 整体来看，三只基金的管理风

格、资产配置、业绩表现均较为相似，证明

基金经理投资逻辑清晰，风格稳定。 稳中求

进， 一方面表现在挖掘具有长期投资价值

的个股，注重均衡配置，操作思路灵活；另

一方面及时控制回撤， 注重投资收益的稳

定性与持续性。

广发聚优成立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 定位

于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基金股票投资占基

金资产的比例

0-95%

，基金持有全部权证的

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

； 现金以

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

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

把握结构性行情，上涨弹性大：广发聚

优最近3年（截至2019年8月16日，下同）收

益率达43.21%， 高于自身业绩比较基准

（11.54%）和市场指数（-2.94%），亦领先

于同类基金平均水平（9.20%），同类排名

前5%。 2017年基金年度投资回报率为

35.28%， 位于混合型基金同类前5%水平；

今年以来，基金净值累计增长率达48.68%，

大幅超越基准，同类排名前3%。

淡化择时，长期重配大消费板块：广发

聚优最近3年最高和最低股票仓位分别为

94.36%和81.52%， 平均股票仓位维持在

87.07%的水平，基金季度间调仓幅度较小，

体现出基金经理淡化择时的投资风格。基金

的行业配置主要集中在大消费板块，如食品

饮料和医药生物行业，此外，二季度基金还

加仓交通运输行业相关个股。 在选股上，基

金坚持“自下而上” ，长期持有投资价值高、

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的上市公司股票。

基金经理注重长期稳健的回报：基金经

理张东一，2008年加入广发基金，2016年7

月起管理该基金。长达十年的投研生涯使基

金经理的投资理念逐渐成熟，她认为长期稳

健回报包括长期领先和低波动两方面的要

义，长期投资是方向，选择低波动的标的则

决定了投资回报的低风险性，二者共同影响

着长期稳健回报目标的达成。

富国精准医疗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定位于灵活配置型基金，主要投资于精

准医疗主题相关股票。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

例为： 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0-

95%

， 其中投资于精准医疗主题相关的股

票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

基金攻守兼备，业绩表现突出：富国精

准医疗自成立以来截至2019年8月16日，

下同）收益率达52.39%，超越同期同类型

基金平均水平50个百分点，在2311只混合

型基金中排名第3位。 分年度来看，基金在

2018年市场下行环境中， 仍能以3.17%的

正收益排名同类前十分之一；2019年至

今，基金亦把握住市场结构性行情机会，净

值收益率达45.09%，排名同类前5%。

精准医疗主题基金， 自下而上精选个

股：从重仓持股来看，作为一只行业主题基

金， 其前十大重仓股均为医药健康相关个

股。基金持股集中度较高，最近一期披露的

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为55.87%。 选股

上，基金管理人采用“自下而上” 的研究方

法， 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

上市公司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 精选优质

股票构建投资组合。

基金经理行研出身，管理业绩优秀：基

金经理于洋，2015年11月加入富国基金。

历任第一创业证券医药行业分析师、 华创

证券医药研究员、 安信证券医药行业首席

分析师。 目前基金经理在任管理基金4只，

在管基金总规模58.07亿元。 Wind数据统

计，其管理的富国医疗保健行业、富国新动

力和富国精准医疗任职回报排名均位于同

类前三分之一。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最新规模

（亿元）

单位净值

（元）

今年以来

业绩（

%

）

最近两年

业绩（

%

）

最近三年

业绩（

%

）

主要销售机构

001071

华安媒体互联网 灵活配置型

2015-5-15

胡宜斌 华安基金

56.77 1.487 48.7 56.69 34.69

国泰君安、上海证券、农业银行

005596/005597

建信战略精选

A/C

灵活配置型

2018-4-4

王东杰 建信基金

1.43 1.1495 48.71 -- --

上海证券、建设银行、民生银行

000167/960009

广发聚优

A/H

灵活配置型

2013-9-11

张东一 广发基金

3.06 1.515 48.68 25.45 43.21

国泰君安、上海证券、工商银行

005176

富国精准医疗 灵活配置型

2017-11-16

于洋 富国基金

20.6 1.5239 45.09 -- --

国泰君安、建设银行、农业银行

A股在短期的踌躇之后中长期来看大概率将重返上行通道， 在这一拐点到来

之前的震荡期，基金的风险控制能力和选股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海外方面，美联储

开启降息周期，全球进入流动性宽松周期，利好防御性较高资产。在此背景下，本期

选出4只防御性较高的灵活配置型基金进行分析，供投资者参考。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有效控制风险 投资风格稳健

推荐理由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基金的债券类证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 不含可分离债券部分的可转债投资不超过债券类证券投资比例的50%，通过严格的风险控制，在保证基金资产良好流动性的基础上，追 求低风 险下

的稳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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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兴全磐稳增利债券” ）是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债券型基金，成立于2009年 7月23日。 根据2019年二季报数据，二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22.28亿元，基金份额为16.85亿份。

历史业绩 ：长期业绩稳定。 根据天相数据统计，截至 2019年8月15日，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上涨4.64%；最近两年，该基金净值上涨8.14%，位列同期156只可比基金中第 81位；最近五年，该基金净值上涨57.02%，位列同期129只可比基金

中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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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时调整，严控风险。 该基金主要采取稳健的债券投资管理策略，在严格的风险控制和确保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对债券类属配置及目标久期的适时调整，适时合理地利用现有的企业债券等投资工具，配合套利

策略的积极运用，追求低风险下的稳健收益。 根据天相数据，截至2019年 8月15日，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在震荡的市场中累计回报率高达82.18%，为投资者赢得了较为良好的长期回报。

基金经理 ：经验丰富，业绩稳定。 基金经理张睿，曾任红顶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研究部经理、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高级分析师等职位。 2010年加入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固定收益部总监助理等职位，现任多只基金的基金

经理等职位。 根据天相数据，截至2019年 8月15日，在张睿掌管兴全磐稳增利债券期间，该基金的阶段收益为 15.70%，比同期同类型基金平均收益高 7.20%，比同期上证指数高32.46%，为投资者创造了较为良好的长期稳定收益。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兴全磐稳增利债券为债券型基金中的一级债基，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 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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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简介：

华安媒体互联网成立于 2015年11月26日，是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 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约定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30%-95%；投资于相关行业证券的资产占非现金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基金最新规模为 56.77亿元。

投资要点 ：

基金业绩稳健优异：基金成立以来净值波动高于同类型灵活配置基金， 2018年在下行的市场环境中仍以正收益居灵活配置混合型前列，2019年一季度表现突出，短期净值涨幅达 40.90%，位于同类基金前 5%。 基金在 5月至今（截至 2019年 8月 16

日，下同）的震荡下行环境中仍然表现突出,基金收益率为 9.42%，位于同类基金前5%。

高仓位运作，淡化择时：基金在2015年四季度由现任基金经理胡宜斌接手后迅速将仓位从69%抬升至85%，之后一直保持较高的股票仓位运作（80%以上）。A股市场在 5月出现下跌，但基金仓位较前期无较大变化，一方面由于基金经理并不主动

择时，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基金经理对后市以及自身选股能力的自信。

偏好成长风格，风格稳定 ：基金在成立至今一直保持成长风格运作 ，即使在 2017年、2018年、2019年至今以大盘价值风格为主的市场中也并未发生漂移，难能可贵 。 在行业配置上，胡宜斌一直在信息技术的几个子版块内做切换，同时也积 极参与

其他板块的投资博取超额收益。整体来看 ，参与了提价相关的周期品种以及景气度明确的板块 ，如医药生物。 2017年在板块上的调整不大，增加了符合国家政策、代表先进制造的龙头公司。 2018年回归TMT板块，增加了通信版块相关个股，用于对冲

宏观下行周期中传统成长股盈利后周期的影响 。 2019年上半年主要投资于TMT和电子新能源这两个行业，行业集中度逐渐提高，体现出基金经理对未来该行业的变现更为乐观。

建信战略精选

产品简介：

建信战略精选成立于2018年 4月4日，是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 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精选战略性看好的股票，追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力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该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0-95%。

投资要点 ：

攻守兼备 ，业绩优异：建信战略精选成立时间相对较短，但成立以来业绩表现稳健。 2018年成立至今（截至 2019年8月16日，下同）收益率为14.95%，大幅超越同期沪深300指数（-3.93%）。 从近期表现来看 ，在2019年一季度的上 涨环境 中弹性 较

高，收益率达33.84%，在同类型基金中（灵活配置型基金）位于前 10%。

行业集中度高，择时选股能力强：从基金的行业配置上来看，基金主要投资于金融地产、食品饮料行业，行业集中度较高。 除此之外，基金也适度参与其他板块 的投资 机会 ，2019年 一季度参 与医药 板块的 投资，重 仓股长春 高新一 季度上 涨

81.14%，增厚组合收益。 2019年二季度长春高新不再出现于前十大重仓股中，同期该股票业绩下滑明显 ，验证了基金经理优秀的择时选股能力。 除此之外，建信战略精选从成立至今积极参与打新增厚收益，在 2019年7月至 8月的科创版打新中较为成

功，7月22日单日收益率达7%。

投资风格稳中求进，思路灵活：基金经理王东杰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就职于高盛高华证券，具备国际化投资视野，现任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联席投资官。 目前旗下管理的基金有三只，分别为建信大安全、建信核心精选、建

信战略精选，管理规模总计6亿元。 整体来看 ，三只基金的管理风格、资产配置、业绩表现均较为相似，证明基金经理投资逻辑清晰，风格稳定。 稳中求进 ，一方面表现在挖掘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个股，注重均衡配置，操作思路灵活；另一方面及时控

制回撤，注重投资收益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广发聚优

产品简介：

广发聚优成立于 2013年9月11日，定位于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0-95%，基金持有全部权证的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现金以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投资要点 ：

把握结构性行情 ，上涨弹性大：广发聚优最近3年（截至2019年8月 16日，下同）收益率达 43.21%，高于自身业绩比较基准（11.54%）和市场指数（-2.94%），亦领先于同类基金平均水平（9.20%），同类排名前5%。 分年度来看，基金在2017年和今年

以来的消费股结构性行情中表现突出：2017年基金年度投资回报率为 35.28%，位于混合型基金同类前 5%水平；今年以来，基金净值累计增长率达 48.68%，大幅超越基准 ，同类排名前3%。

淡化择时，长期重配大消费板块：广发聚优最近3年最高和最低股票仓位分别为94.36%和 81.52%，平均股票仓位维持在87.07%的水平，基金季度间调仓幅度较小 ，体现出基金经理淡化择时的投资风格。 从重仓持股来看 ，基金的行业配置 主要集

中在大消费板块，如食品饮料和医药生物行业，此外，二季度基金还加仓交通运输行业相关个股 。 基金持股集中度较高，二季度末基金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达 66.41%。 在选股上，基金坚持“自下而上” ，长期持有投资价值高、成长性好、发展潜力

大的上市公司股票。

基金经理注重长期稳健的回报：基金经理张东一，2008年加入广发基金，历任行业研究员、投资经理，2016年7月起管理该基金。 长达十年的投研生涯使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逐渐成熟 ，她认为长期稳健回报包括长期领先和低波动两方面的要义，

长期投资是方向 ，选择低波动的标的则决定了投资回报的低风险性，二者共同影响着长期稳健回报目标的达成。

富国精准医疗

产品简介：

富国精准医疗成立于2017年 11月16日，定位于灵活配置型基金，主要投资于精准医疗主题相关股票 。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0-95%，其中投资于精准医疗主题相关的股票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

投资要点 ：

基金攻守兼备，业绩表现突出：富国精准医疗自成立以来截至2019年8月 16日，下同）收益率达52.39%，超越同期同类型基金平均水平50个百分点，在2311只混合型基金中排名第3位。 分年度来看，基金在2018年市场下行环境中，仍能以 3.17%的正收

益排名同类前十分之一，同期混合型基金平均收益率为-14.40%；2019年至今，基金亦把握住市场结构性行情机会，净值收益率达45.09%，排名同类前5%。

精准医疗主题基金，自下而上精选个股：富国精准医疗成立以来平均股票仓位维持在82.69%，判断必要时会根据市场情况适时调仓，2019年一季度基金将仓位从75.69%大幅提升至 91.76%，成功捕捉市场上行阶段带来的基金净值增长，随 着二季 度

市场维持震荡走势，基金股票仓位降至80.71%。 从重仓持股来看，作为一只行业主题基金，其前十大重仓股均为医药健康相关个股。 基金持股集中度较高，最近一期披露的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为 55.87%。 选股上，基金管理人采用“自下而上” 的研究

方法，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精选优质股票构建投资组合。

基金经理行研出身，管理业绩优秀 ：基金经理于洋 ，2015年11月加入富国基金。 历任第一创业证券医药行业分析师、华创证券医药研究员、安信证券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 目前基金经理在任管理基金4只，在管基金总规模58.07亿元。 Wind数据统计，

其管理的富国医疗保健行业、富国新动力和富国精准医疗任职回报排名均位于同类前三分之一。

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