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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销售机构

40025

华安科技动力 混合

->

积极配置型

2011-12-20

李欣

10.76 3.64 36.39 85.42 1.50 0.25

建设银行

,

工商银行

,

中国银行

,

交通银行

163406

兴全合润分级混合 混合

->

积极配置型

2010-4-22

谢治宇

56.10 1.24 68.90 95.63 1.50 0.25

邮储银行

,

民生银行

,

交通银行

,

中国银行

217022

招商产业债券 债券

->

一级债基

2012-3-21

马龙

67.51 1.48 20.32 25.21 0.70 0.20

中国银行

,

农业银行

,

交通银行

,

北京银行

485111

工银双利债券 债券

->

二级债基

2010-8-16

欧阳凯

,

宋炳珅

,

魏欣

199.86 1.60 21.16 28.62 0.70 0.20

中信建投

,

农业银行

,

交通银行

,

晋商银行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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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基金追踪

交银阿尔法核心混合：追求超额收益 严格把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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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相投顾 闻雯

积极配置 获取稳健收益

华安科技动力混合

华安科技动力混合是华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积极配置型混合基

金，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 根据

2019

年

四季报数据显示，四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

模为

10.76

亿元，基金份额为

3.25

亿份。 该

基金重点投资于以科学技术为动力在产

业价值链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行业或企业。

长期业绩稳定：天相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2月13日，最近三年，该基金

净值上涨36.39%；最近四年，该基金净值

上涨85.42%，位列同期450只可比积极配

置型混合基金（下同）第67位；最近五

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23.68%，位列同期

420只可比基金第37位。该基金的长期业

绩较为稳定。

老牌基金公司保驾护航：华安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年 6月，以

“客户至上，稳健经营，严谨诚信，专业

勤勉，创新超越，协同协作，共享共赢，

开放多元” 的理念，致力成为投资者信

赖的、扎根中国资本市场、具有全球资

产管理能力的一流企业。 其凭借强大的

综合实力，在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

奖评选中，荣获“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奖项。

科技为重，优化组合：该基金将挖

掘科学技术驱动的研发成果所蕴含的

价值成长潜力，从市场广度、技术深度、

产业宽度和政策强度等方面寻找具备

良好成长性的企业并作为重点投资对

象，分享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投资收

益。 该基金采取相对稳定的资产配置策

略，确定合适的资产配置比例，动态优

化投资组合。

产品推荐表格

2020年，国内外宏观环境依然面临众多不确定性，近期受疫情影响，短期内权益市场遭遇较大

幅度调整，避险情绪给市场带来波动。 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疫情缓解、政策对冲，市场将回归自身逻

辑。 2月，权益市场方面，可积极布局优质公司超跌带来的中长期配置机会，而债券市场机会相对而

言确定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本期选出四只基金产品进行分析，供投资者参考。

兴全合润分级混合

兴全合润分级混合是兴全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积极配置型混合基

金，成立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根据

2019

年四

季报数据显示，四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

为

56.10

亿元，基金份额为

48.20

亿份。该基

金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精选股票，以追

求当期收益与实现长期资本增值。

历史业绩优秀：天相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2月13日，最近三年，该基金

净值上涨68.90%；最近四年，该基金净

值上涨95.63%；最近五年，该基金净值

上涨178.13%，位列同期420只可比基金

第7位。

基金公司综合实力雄厚： 兴全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30日。

该基金公司始终以“基金持有人利益最

大化” 为首要经营原则， 遵循诚信、规

范、稳健的经营方针，倡导严谨、求实、

高效的管理作风， 以风险控制、 长期投

资、价值投资的投资理念，专业、专注、

创新的运营方式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该基金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

2007年以来九度荣膺年度十大“金牛基

金管理公司” 。

积极投资管理策略： 该基金以定性

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在股票与债券等资

产类别之间进行资产配置。 该基金通过

动态跟踪海内外主要经济体的GDP、

CPI、利率等宏观经济指标，以及估值水

平、盈利预期、流动性、投资者心态等市

场指标，确定未来市场变动趋势。 该基金

通过全面评估上述各种关键指标的变动

趋势，对股票、债券等大类资产的风险和

收益特征进行预测。

招商产业债券

招商产业债券是招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旗下的一只债券型基金中的一级债

基，成立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 根据

2019

年

四季报数据显示， 四季度该基金资产规

模为

67.51

亿元， 基金份额为

46.15

亿份。

该基金通过对产业债积极主动的投资管

理，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业绩优秀，回报稳定：天相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2020年2月13日，最近三年，该

基金净值上涨20.32%，位列同期154只一

级债基（下同）第15位；最近四年，该基

金净值上涨25.21%，位列同期145只可比

基金第10位；最近五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37.76%。 该基金的长期业绩表现优秀。

基金公司积累深厚： 招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7日， 是由

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

的基金管理公司。 招商基金以国际化和

规范化作为鲜明特色， 努力为投资者提

供一流的投资理财服务， 形成了高效卓

越的团体、标准化的业务流程，努力成为

客户推崇、股东满意、员工热爱、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基金管理公司。 该公司在第

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中荣获 “金牛

基金管理公司” 称号。

多重策略并施，严控风险：该基金以

力争获取超越存款利率的绝对收益为目

标，运用本金保护机制，谋求有效控制投

资风险。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宏观经济指

标，目标资产的流动性状况、信用风险情

况等因素，进行“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

上” 的综合分析，在整体资产之间进行动

态配置，分散非系统性风险，以追求超越

基准的绝对收益。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是工银瑞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债券型基金中

的二级债基，成立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

2019

年四季报数据显示，四季度末该基金资产

规模为

199.86

亿元， 基金份额为

127.55

亿

份。该基金通过配置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

融工具，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业绩突出，收益稳定：天相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2020年2月13日，最近三年，

该基金净值上涨21.16，位列同期381只

二级债基（下同）第67位；最近四年，该

基金净值上涨28.62%， 位列同期253只

可比基金第22位；最近五年，该基金净

值上涨42.74%， 位列同期218只可比基

金第14位。

基金公司实力相助：工银瑞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该公

司坚持“以稳健的投资管理，为客户提

供卓越的理财服务” 为使命，以持续优

秀的投资业绩、完善周到的服务，为逾

2200万境内外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

涵盖公募与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上市

与非上市、 境内与跨境业务的财富管

理服务。

稳健配置，积极管理：该基金将定量

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采取 “自上而

下” 的方法将基金资产在债券与股票等

资产类别之间进行动态资产配置。 在稳

健的资产配置策略基础上， 该基金根据

股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运行状况和

收益预期，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积

极并适时适度的参与权益类资产配置，

把握市场时机力争为基金资产获取增强

型回报。

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简称“交银阿尔法

核心混合” ） 是交银施罗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积极配置混

合型基金， 成立于2012年8月3日。

根据2019年四季报数据显示，四季

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59.33亿元，

基金份额为22.72亿份。

历史业绩：业绩持续优秀，稳居

同类前列。 天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2月13日，最近三年，该基金

净值上涨91.31%，在同期486只积极

配置混合型基金中排名第21位；最近

四年， 该基金净值上涨142.08%，在

同期450只可比基金中排名第9位；最

近五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55.83%，在

同期420只可比基金中排名第17位。

该基金以长期持续优秀的业绩为投

资者提供了稳健的收益。

投资风格：追求超额收益，严格

把控风险。该基金以数量化工具———

时机选择量化指标体系，辅助“自上

而下”的资产配置策略，通过对宏观

经济运行周期、 货币与财政政策形

势、资金面供求变化、证券市场走势

与估值水平等综合分析，积极发挥研

究团队的选股优势，结合基本面多因

子指标“自下而上” 精选个股，以谋

求风险调整后的良好收益。

基金经理：专业量化研究，行业

经验丰富。 基金经理何帅，具有9年

证券行业经验，2012年加入交银施

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曾任行业

分析师，现任多只基金的基金经理。

天相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2

月13日， 在何帅掌管交银阿尔法核

心混合期间， 该基金的阶段收益为

168.18%， 比同期同类型基金平均

收益高129.74%， 比同期上证指数

高171.48%，表现优异。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交银阿

尔法核心混合为混合型基金中的积

极配置品种， 投资于股票的资产占

基金资产的60%-95%。该基金预期

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型基金和

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建议

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积

极认购。 （天相投顾 赵悦）

该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60%-95%

； 债券、 货币市场工具、现

金、权证、资产支持证券等占基金资产

的

5%-40%

， 其中权证不超过基金资

产净值的

3%

，基金保留的现金以及投

资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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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基金凭借其优秀稳定的过往业绩，

在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

中，被评为“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

优胜金牛基金”。

交银阿尔法核心混合：追求超额收益 严格把控风险

推荐理由：该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60%-95%；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现金、权证、资产支持证券等占基金资产的5%-40%，其中权证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基金保留的现金以及投资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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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基金凭借其优秀稳定的过往业绩，在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中，被评为“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交银阿尔法核心混合” ）是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积极配置混合型基金，成立于2012年8月 3日。 根据 2019年四季报数据显示，四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 59.33亿元，基金份额为22.72亿份 。

历史业绩 ：业绩持续优秀 ，稳居同类前列。 天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 2月13日，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91.31%，在同期 486只积极配置混合型基金中排名第21位；最近四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142.08%，在同期450只可比基金中排名第9位；最近五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55.83%，在同期420只可比基金中排名第 17位。 该基金以长期持续优秀的业绩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健的收益。

投资风格 ：追求超额收益，严格把控风险。 该基金以数量化工具———时机选择量化指标体系 ，辅助“自上而下” 的资产配置策略，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形势、资金面供求变化、证券市场走势与估值水平等综合分析，积极发挥研究团队的选股优势，结合基本面多因子指标“自下而上” 精选个股，以谋求风险调整后的良好收益。

基金经理 ：专业量化研究 ，行业经验丰富。 基金经理何帅，具有9年证券行业经验，2012年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行业分析师，现任多只基金的基金经理。 天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 2月13日，在何帅掌管交银阿尔法核心混合期间，该基金的阶段收益为168.18%，比同期同类型基金平均收益高129.74%，比同期上证指数高171.48%，表现优异 。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交银阿尔法核心混合为混合型基金中的积极配置品种，投资于股票的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60%-95%。 该基金预期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建议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积极认购。 （天相投顾 赵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