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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沪港深价值混合：严格把控风险 业绩优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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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证券基金评价与研究小组

均衡配置 分散投资

富国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富国沪

港深价值混合” ）是富国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旗下的一只灵活配置混合型

基金，成立于2015年6月24日。 根据

2019年四季报数据显示， 四季度末

该基金资产规模为42.85亿元， 基金

份额为32.69亿份。

历史业绩：业绩持续优秀，稳居同

类前列。 根据天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2月21日，最近三年，该基金净

值上涨58.21%；最近四年，该基金净值

上涨96.82%； 该基金成立以来已获得

74.19%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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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

产的0-95%；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

的比例占基金资产的0-95%，其中投

资于沪港深价值型相关股票不低于

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权证不超过

基金资产净值的3%。该基金采取“自

上而下” 的方式进行大类资产配置，

根据对宏观经济、市场面、政策面等

因素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

研究，确定组合中股票、债券、货币市

场工具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比例。并采

用行业配置策略与个股精选策略相

结合，对境内股票及港股通标股票的

选择，主要采取价值型选股策略。

基金经理：专业量化研究，行业

经验丰富。 基金经理汪孟海，自2010

年6月至2014年8月在中国人保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任银行外汇业务

部研究员；自2014年8月加入富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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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在汪孟海掌管富国

沪港深价值混合期间，该基金的阶段

收益为77.23%，表现优异。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富国沪

港深价值混合为混合型基金中的灵

活配置品种， 投资于股票的资产占

基金资产的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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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佳星）

该基金采取“自上而下”的方

式进行大类资产配置， 根据对宏

观经济、市场面、政策面等因素进

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研

究，确定组合中股票、债券、货币

市场工具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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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期开

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成立日期

最新规模

（亿元）

单位净值（元）

2020/2/21

今年收益（

%

）

2020/2/21

基金经理 基金管理人 主要销售机构

001178

前海开源再融资主题精选

2015-05-18 30.52 1.70 7.61

邱杰 前海开源基金 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招商证券、中信证券

519700

交银主题优选

2010-06-30 14.56 1.74 8.77

沈楠 交银施罗德基金 交通银行、农业银行、招商证券、国泰君安

001000

中欧明睿新起点

2015-01-29 15.56 1.53 33.86

葛兰 中欧基金 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招商证券、中信证券

485111

工银瑞信双利

2010-08-16 248.73 1.61 3.00

欧阳凯、宋炳坤、魏欣 工银瑞信基金 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招商证券

基金基本资料一览表

2月，A股市场在经历了短暂的下跌后强势反弹，上证综指重新站上3000点关口。 受市场强劲表现的影

响，投资者投资热情高涨，市场成交极其活跃。 2月19日至21日，全市场单日成交额连续3日超过万亿元大关；

公募基金发行火热，明星基金经理新发产品受到市场热捧，比例配售频现。 投资者可保持适度积极的态度把

握市场的投资机会，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于风险的控制，建议通过均衡配置和分散投资的方式来进行投资。

本期选取了年内收益表现不俗的权益方向基金，以及长期业绩表现稳健的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进行分析，供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进行参考。

前海开源再融资主题精选

该基金是前海开源基金旗下的一只

普通股票型基金， 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 最新规模为

30.52

亿元，现任基金经

理为邱杰。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80%+

中债综合指数收

益率

×20%

。

超额收益突出， 业绩排名稳定居

前：自成立以来，基金的累计收益率为

105.6%，同期沪深300指数下跌10.1%，

基金超额收益明显。 分年度来看，基金

在各个完整年份的业绩表现始终优于

同类基金平均水平，2016年-2019年连

续4年排名同类基金前1/3，业绩表现稳

定出色。

关注再融资主题投资机会： 基金管

理人认为，再融资企业通过项目融资、资

产并购、大股东优质资产注入等方式，往

往能够取得超越行业的发展速度。 实际

投资时，根据再融资的用途、对象、进程

等多种因素，精选处于再融资进程中、再

融资完成但增发或获配股份还处于限售

期内或解禁不超过12个月的公司构建备

选池，进而对再融资后的行业发展趋势、

公司治理结构、资产负债结构、投资项目

发展前景、 盈利变化趋势等进行深入研

究，选择基本面改善明显、具备较好成长

性的优质个股进行投资。

仓位稳定专注选股， 践行GARP投

资理念： 基金的股票仓位长期保持在

80%左右，基金经理较少进行仓位调整。

投资理念方面， 基金经理偏好从具备长

期增长潜力的行业中精选拥有核心竞争

力、估值与成长相匹配的优质个股，贴近

GARP投资理念。

交银主题精选

该基金是交银施罗德基金旗下的一

只灵活配置型基金，成立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最新规模为

14.56

亿元，现任基金经

理为沈楠。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

收益率

×60%+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收益

率

×40%

。

业绩表现稳居上游： 自成立以来，交

银主题精选的累计收益率为237.6%，年

化收益13.4%， 同期沪深300指数收益率

为60.1%，基金超额收益明显。 分年度来

看， 基金在2017年以来各个年份的业绩

表现稳定跑赢同类基金平均水平，特别是

在2019年的牛市行情中， 基金全年盈利

63.4%，在同类可比基金中排名前10%。

精选四大优选主题， 挖掘优势龙头

公司： 基金管理人采用经济周期理论下

的资产配置模型， 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

情况进行判断和预测， 确认基金资产在

不同类别资产之间的配置比例。 在此基

础上，重点围绕内需扩大、消费升级、产

业链整合、 技术创新四大优选主题进行

行业选择， 选取优选行业中盈利能力出

色、治理结构良好、在产品技术及市场知

名度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龙头公

司进行投资。

仓位调整灵活， 偏好中游制造板块：

基金的仓位调整较为灵活。 2018年熊市

中， 基金的股票仓位一度调低至60%以

下。 2019年之后，随着股市行情走强，基

金仓位逐渐回升至70%左右。行业配置方

面，基金对机械设备、国防军工、交通运输

等中游制造行业有一定的投资偏好 ，

2019年择机增配了部分消费、TMT板块

标的。

中欧明睿新起点

该基金是中欧基金旗下的一只偏

股混合型基金，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

最新规模为

15.56

亿元， 现任基金经理

为葛兰。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80%+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

率

×20%

。

长期业绩良好，牛市表现出色：自成

立以来， 基金的累计收益率为52.6%，同

期沪深300指数收益率为17.7%， 基金超

额收益明显。 基金在牛市行情中的业绩

表现出色，2017年和2019年的业绩排名

稳居同类基金前1/3，2020年表现更进一

步，在同类可比基金中排名前2%。

精选优势赛道，挖掘绩优个股：大类

资产配置方面， 基金将自上而下的宏观

研判与自下而上的市场趋势分析进行结

合， 确认基金的大类资产配置比例。 在

此基础上，从行业周期、竞争格局、技术

进步、 政府政策、 社会习惯变化等角度

出发， 精选未来发展空间大的行业作为

配置方向， 进而对个股的基本面和估值

情况进行分析， 选择主营业务竞争力

强、商业模式优越、治理结构良好、业绩

增长性与估值相匹配的优质个股来进行

投资。

行业配置均衡，个股涨幅突出：根据

基金合同的要求， 基金的股票仓位长期

保持90%以上的较高水平， 基金经理较

少进行仓位调整。 基金的行业配置较为

均衡，TMT、消费、医药生物等不同板块

均有所布局。 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突出，

其重仓长期持有的立讯精密、贵州茅台、

牧原股份等个股2019年以来均实现了翻

倍增长，为基金贡献了不菲的投资收益。

工银瑞信双利

该基金是工银瑞信基金旗下的一只

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 成立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最新合计规模为

248.73

亿元，现

任基金经理为欧阳凯、 宋炳坤和魏欣。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综合财富指

数收益率。

长期跑赢债市基准， 绝对收益特征：

自成立以来， 基金的累计收益率为

108.6%， 同期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为

49.7%，基金明显跑赢债市基准。 在2018

年的债市牛市和2019年的股市牛市中，

基金的年收益率均超过了8%， 给投资者

带来了不菲的投资回报。

追求长期稳定增值，适度博弈增强收

益： 基金在适度承担风险并保持资产流

动性的基础上， 通过配置债券等固定收

益资产，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同时适量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力

争获取增强型回报。 资产配置策略方面，

基金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 综合考虑经

济环境、政策取向、类别资产收益风险预

期等因素，在股票、债券等资产类别之间

进行动态配置。

股债配比灵活，个股涨幅突出：基金

动态调整股债比例以把握不同市场的行

情机会。 在2019年的A股牛市行情，基金

的股票仓位一度升至15%左右的较高水

平，赚取了不菲的增强收益。 债券投资方

面， 基金在长久期利率债和高等级企业

债之间进行轮动配置， 并择机投资可转

债以提升组合的业绩弹性。 股票投资方

面， 基金对于周期板块及金融地产等低

估值板块具有一定的投资偏好， 长期持

有中金黄金、保利地产等标的。

富国沪港深价值混合：严格把控风险 业绩优秀稳定

推荐理由：该基金采取“自上而下” 的方式进行大类资产配置,� 根据对宏观经济、市场面、政策面等因素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研究,� 确定组合中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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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富国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富国沪港深价值混合” ）是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成立于2015年6月 24日。 根据 2019年四季报数据显示，四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 42.85亿元，基

金份额为 32.69亿份。

历史业绩 ：业绩持续优秀，稳居同类前列。根据天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 21日，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58.21%；最近四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96.82%；该基金成立以来已获得 74.19%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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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0-95%；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的比例占基金资产的0-95%，其中投资于沪港深价值型相关股票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权证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 该基金

采取“自上而下” 的方式进行大类资产配置 ,� 根据对宏观经济、市场面、政策面等因素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研究,� 确定组合中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比例。 并采用行业配置策略与个股精选策略相结合，对境内股

票及港股通标股票的选择，主要采取价值型选股策略。

基金经理 ：专业量化研究，行业经验丰富。基金经理汪孟海，自2010年6月至 2014年8月在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任银行外汇业务部研究员；自 2014年8月加入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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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在汪孟海掌管富国沪港深价值混合期间，该基金的阶段收益为 77.23%，表现优异。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富国沪港深价值混合为混合型基金中的灵活配置品种，投资于股票的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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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佳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