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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德裕泰债券：有效控制风险 投资风格稳健

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上海证券 杨晗 李柯柯

精选超额收益较高基金

泓德裕泰债券基金在

控制风险并保持资产流

动性的基础上，力争为投

资人实现超过业绩比较

基准的投资收益。 该基金

凭借其长期稳定的投资

回报，在第十六届中国基

金业金牛奖评选中，被评

为“

2018

年度开放式债券

型金牛基金”。

泓德裕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泓德裕泰债券” ）是泓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债券型基

金，成立于2015年12月17日。 2019年

三季报数据显示， 三季度末该基金A

份额资产规模为28.11亿元，基金份额

为24.61亿份。

历史业绩：基金长期业绩稳定。该

基金的长期业绩表现突出，截至2019

年10月25日，最近一年，该基金A份额

净值上涨9.22%， 位列同期1393只同

类型基金中第181位；最近两年，该基

金A份额净值上涨14.47%， 位列同期

1183只可比基金第49位； 最近三年，

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18.52%， 位列

同期805只可比基金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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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严控风险。

该基金采取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对

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政策、市场利率

及信用状况等影响证券市场走势的因

素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自上而下” 的

方法进行固定收益类与权益类投资工

具的战略及战术资产配置， 在控制基

金资产净值下行风险的基础上， 追求

相对稳定的收益。 截至2019年10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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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5%，为

投资者赢得了较为稳定的长期回报。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业绩优异。

基金经理李倩， 证券行业从业经验多

年，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 资产管理部理财组合投

资经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部债券交易员、 债券投资经

理助理， 现任泓德泓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泰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康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等多只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对

债券、特定非标债权、产业基金项目、

PPP项目等泛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

运作均有深入研究， 任职期间为投资

者创造了良好的长期稳定收益。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泓德裕泰

债券为债券型基金中的二级债基品

种， 债券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

于80%， 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

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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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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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两年业绩

（%）

近三年业绩

（%）

主要销售机构

519171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 灵活配置型

2015-05-25

陈蔚丰 浦银安盛基金

11.92 0.9750 51.63 25.97 23.11

国泰君安、上海证券、建设银行

001815/002082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

A

灵活配置型

2015-10-28

徐晓杰 华泰柏瑞基金

0.37 1.5930 53.03 30.62 59.44

国泰君安、上海证券、浦发银行

160624

鹏华消费领先 灵活配置型

2013-12-23

蒋鑫

,

孟昊 鹏华基金

3.35 2.1650 52.79 19.94 34.64

国泰君安、上海证券、招商银行

519020/519022

国泰金泰

C

灵活配置型

2015-11-17

李海 国泰基金

1.36 1.2857 44.28 19.08 7.95

国泰君安、上海证券、浦发银行

长期来看，中国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顺应了外资近期不断增长的国内配置需求，也

将吸引更多的海外长线资金进入A股市场，这都将促进国内市场更加成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发

展，对A股形成长期利好。 A股在短期的踌躇之后中长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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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选出4只相关基金进行分

析，供投资者参考。

基金基本资料一览表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是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其约定

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0-95%

，其

中投资于医疗健康行业上市公司证券的

资产占非现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

基金最新规模为

11.92

亿元。

近年来基金业绩逐渐修复，今年以来

表现亮眼：浦银安盛医疗健康成立于2015

年上半年市场指数的高位，经历了长达一

年的股市下挫， 其后随着市场逐步修复，

基金业绩也有了改善。 基金今年以来净值

累计增长51.63%，排名同类前6%。

基金股票仓位稳定， 自下而上精选

个股：从资产配置来看，基金股票仓位基

本维持在85%-95%之间，季度间仓位调

整幅度较小 ， 三季度末基金仓位为

89.39%；基金持股集中度适中，三季报显

示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39.54%。 从重

仓股的行业配置来看， 基金集中配置医

疗健康行业股票；个股选择上，基金“自

下而上” 精选个股，从定量分析、定性分

析和估值水平三个层面对上市公司进行

考察。 从三季报来看，基金重点关注了创

新药产业链、 医疗服务行业以及受到药

价政策影响较小的细分龙头。

基金经理行研出身，投资经验丰富：

基金经理陈蔚丰，2010年加入浦银安盛

基金，先后负责过医药、煤炭、旅游、计算

机等行业及上市公司的研究， 知识领域

广泛。 基金经理于2015年起开始独立管

理基金， 目前旗下管理产品除浦银安盛

医疗健康外，还有浦银安盛红利精选。 基

金经理在半年报中表示下半年仍存结构

性投资机会，认为CRO、药店、生物制品

以及医疗器械等子领域将继续保持较高

景气度。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是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基金主要

投资于已实施或将实施激励机制的优质上

市公司的证券，以获得激励机制对公司业

绩长期的促进，力争为投资者创造高于业

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旗下产品业绩具备较高持续性：华

泰柏瑞激励动力成立以来（4.04年）总回

报为66.94%， 年化回报率达13.68%，在

584只可比基金中排名第21位，体现了该

产品业绩持续性较强。

高仓位运作，长期投资于医药行业：

从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的资产配置来看，

基金股票仓位基本维持在85%左右，季

度间仓位调整幅度较小， 三季度末股票

仓位为92.30%， 较二季度略有提升；

2019年基金重仓股集中度逐渐提高，三

季 报 显 示 前 十 大 重 仓 股 合 计 占 比

58.71%。 说明目前基金经理适应当前市

场环境，对个股的选择也较为自信。 从重

仓股的行业配置来看， 基金一直集中配

置医疗健康行业股票， 基金经理徐晓杰

也表示， 一直较为看好医药行业在深化

医疗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带来的优秀企

业的投资机会， 同时也在思考由于政策

推进力度的超预期使得行业变革加速会

带来的投资机会。

注重收益的同时善控回撤： 基金经

理徐晓杰，2007年加入华泰柏瑞基金，历

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并于2015年起开始独立管理基金， 目前

旗下管理产品4只， 总规模为8.68亿元。

从最近一年的管理轨迹来看， 旗下产品

体现出较高风险收益比。 基金经理在为

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的同时， 也较为注

重控制回撤的风险。

鹏华消费领先

鹏华消费领先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是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 基金的投资

组合比例为：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

例为

0-95%

； 投资于消费服务行业上市

公司的股票占非现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基金最新规模为

3.35

亿元。

把握消费行情中上涨机会： 鹏华消

费领先成立以来 （截至2019年10月25

日，下同）投资回报率为115.49%，高于

自身业绩比较基准（62.03%），亦超过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基 金 平 均 收 益 水 平

（94.31%）。

基金较少择时，投资组合结构上以

消费和金融为主：整体而言，鹏华消费

领先股票仓位基本维持在80%-90%

之间， 季度间较少进行超过十个百分

点的大幅度调仓， 但基金在2018年逐

渐减仓后， 今年一季度快速把握市场

行情将股票仓位从70%增至87%。 基

金持股集中度较高， 最新定期报告显

示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达40.03%，

从重仓行业来看， 鹏华消费领先持仓

结构倾向于医药、 电子这类需求持续

扩张行业中的优秀企业， 因此三季度

组合减仓了白酒和金融， 增配了医药

和消费电子。 在个股的选择上，基金近

期保持大中盘风格。

两位基金经理双重把关：鹏华消费

领先基金经理为蒋鑫和孟昊， 两位均

为鹏华基金投研体系自研究员培养起

来的基金经理， 具有深厚的行业研究

功底。 蒋鑫于2017年7月底接手鹏华消

费领先，除此之外，还同时管理鹏华健

康环保和鹏华普天收益两只基金，鹏

华消费领先自蒋鑫管理以来， 年化收

益率为16.12%。

国泰金泰

国泰金泰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是

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该基金以“高质量发

展”为核心，持续聚焦各行各业的好公司，

深入挖掘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着力构

建一个行业充分分散、 个股相对集中的投

资组合。

基金表现大幅提升：国泰金泰成立

以来（3.9年）总回报为21.93%，年化回

报率达5.16%， 在623只同类基金中排

名第 216位。 分年度来看 ，2017年和

2018年基金表现欠佳，位于同类基金后

二分之一分位。但今年基金表现大幅提

升，2019年至今收益率达44.28%，大幅

超越同期沪深300指数。

基金股票仓位稳定，自下而上精选

个股：从重仓股的行业配置来看，基金

行业配置较为分散，主要集中于轻工制

造、医药生物、消费行业等，但季度间行

业间的持仓调整幅度偏大，体现了基金

经理在季报中一直强调的 “行业分散，

个股集中” 是投资原则。

基金经理行研出身，投资经验丰富：

基金经理李海，2011年加入国泰基金，

历任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助理。 李海于

2016年起开始独立管理基金，目前旗下

管理产品4只，管理规模为6.69亿元。 在

刚公布的三季报中李海表示， 未来将重

点关注两个方向：第一、消费升级：在品

牌和产品（服务）创新上具有可持续竞

争优势，能够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满足甚

至创造消费升级需求的细分行业龙头；

第二、产业升级：在成本管控和技术创新

上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 公司治理结构

良好，具有企业家精神，以奋斗者为本，

能够代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制造业行

业龙头。

泓德裕泰债券：有效控制风险 投资风格稳健

推荐理由 ：泓德裕泰债券基金在控制风险并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为投资人实现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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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 牛奖评 选

中，被评为“2018年度开放式债券型金牛基金” 。

泓德裕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泓德裕泰债券” ）是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债券型基金，成立于2015年 12月17日。 2019年三季报数据显示，三季度末该基金A份额资产规模为28.11

亿元，基金份额为 24.61亿份。

历史业绩 ：基金长期业绩稳定。 该基金的长期业绩表现突出，截至2019年 10月25日，最近一年，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9.22%，位列同期 1393只同类型基金中第181位；最近两年，该基金A份额净值 上

涨14.47%，位列同期1183只可比基金第49位；最近三年，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 18.52%，位列同期805只可比基金第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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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分析，严控风险。 该基金采取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对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政策、市场利率及信用状况等影响证券市场走势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自上而下” 的方 法进行 固

定收益类与权益类投资工具的战略及战术资产配置，在控制基金资产净值下行风险的基础上，追求相对稳定的收益。 截至2019年 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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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5%，为投资者赢得了较为稳定的长期回报。

基金经理 ：经验丰富，业绩优异。 基金经理李倩，证券行业从业经验多年，曾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资产管理部理财组合投资经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债券

交易员、债券投资经理助理，现任泓德泓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泓德裕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泓德裕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等多只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对债券、特定非标债权、产业基金项

目、PPP项目等泛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运作均有深入研究，任职期间为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长期稳定收益。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泓德裕泰债券为债券型基金中的二级债基品种，债券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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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