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基金周报
牛

景顺策略精选
博时裕益
绩优基金经理管理
灵活混合型基金
配置均衡
广发美国房地产
中银盛利纯债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景顺策略精
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简称“
博时裕益灵活”）是博时旗下的一
首只指数型REITs基金
封闭管理 定期开放
选”）是景顺长城基金旗下一只灵活混合型基金，投资目标为通过资产配置和
只灵活混合型基金。
基金以绝对收益为目标，投资目标分为下行风险控制和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广发美国房地产）
是广发基金旗下一
中银盛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中银盛利纯
LOF）（
灵活运用多种投资策略，把握市场机会，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在有效控制风险
收益获取两个方面，风险控制目标优先。
基金股票投资范围0-95%，业绩比较
只QDII基金，根据海通基金分类，该基金属于QDII股混型中的复制股票指数型基金。
债）为中银基金旗下一只债券型基金，根据海通基金分类为债券-准债型基金，该
的前提下力争获取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该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0基准为年化收益率7%。
基金由公司混合组投资总监姜文涛先生独立管理，基
采用被动式指数化投资方法，
该基金投资目标是以跟踪MSCI美国REIT指数为原则，
基金主要投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既不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也不参与一级市
95%，债券和现金等固定收益类投资比例为5%-100%。
金经理投资管理经验丰富，管理业绩良好。
通过严格的投资程序约束和数量化风险管理手段，力求实现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
场股票首次发行或者增发，但可以持有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票，因该原因所持
追求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有的股票最长可以持有6个月。
灵活混合型基金，契合基金经理操作风格：景顺策略精选作为一只灵活混合
基金经理任职期内业绩表现出色：基金经理姜文涛自2012年7月17日开始管

表格

新品指南
fund

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0-95%，其仓位变动幅度大，便于实现股票、债券、现金三
理博时回报灵活和博时平衡配置两只基金，管理期内，截至2013年7月12日，上证
标的指数历史业绩优：
标的指数MSCI US REIT指数是具有市场代表性的美国
封闭管理，定期开放：该基金以1年为运作周期，每个运作周期内不可申购赎回，
类资产之间的自由切换， 但同时这类基金对基金经理市场判断能力要求较高，从
指数下跌5.63%，基金净值分别上涨27.60%和18.53%，位居同期可比基金前列，表
REITs指数，指数总市值涵盖了美国REITs市场98%的比例。长期看，美国REITs的收益
但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市交易。 每个运作周期结束后设置一个开放期，开放期内接受申
拟任基金经理王鹏辉的历史操作特征看，该基金经理投资操作灵活，参与择时，善
现出色。
2013年上半年，凭借对医药、TMT板块的配置，两只基金净值分别上涨
高于美国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截至2013年5月31日的40年间，美国全部REITs的年化
购或赎回申请。
开放期最短5个工作日，最长1个月，管理人会在每个运作周期结束前2
于行业轮动，比较契合基金特征。
16.37%和10.43%，分别位居同期可比基金的第9/85位和4/16位。
收益率为10.23%，远远高于股市7%左右的复合增长率。
波动方面，长期看，REITs的波
日对开放期长度进行公告。 本基金投资中契约未对产品所投信用债的信用评级做出
拟任基金经理历史业绩较优：拟任基金经理王鹏辉历史业绩较优，现任景顺
灵活大类资产配置，自上而下配置行业：基金经理坚持“
自上而下”的投资理
动率高于整个股票市场代表指数，如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但与我国股票
直接限制，管理人可以适当买入一些高收益率、低流动性债券，并通过持有到期的方
内需增长和景顺内需增长贰号的基金经理，截至2013年6月28日，这两只基金在
念。
善于根据投资时钟对市场所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判断，确定大类资产配置，
市场比波动较小。
式来锁定较高的到期收益率，同时封闭管理便于利用回购杠杆来放大投资回报。
他任职期内累计净值分别增长了14.76%和19.28%， 位居同期可比基金第4/93和
同时，也会注重识别把握确定性较高、风险收益比较好的阶段性机会，仓位调整
弥补市场空白，良好的资产配置工具：REITs与我国股市的相关性非常低，从相关
拟任基金经理基金时间虽短，但历史管理业绩突出：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为陈国
从基金公司看，景顺长城基金公司在主动管理股混基金方面优势突出，
2/93位。REITs与我国沪深两市的相关系数在0.1左右，标的指数MSCI美国房地产
积极灵活。
在行业选择方面，结合投资时钟“
自上而下”进行配置和进行波段操
系数看，All
辉，具有6年证券从业经历，2009年加入中银基金，目前管理3只债券型基金。
陈国辉担任
公司最近一年、两年和三年权益类资产管理能力均位于同业前10名之内。
作。
例如，在管理博时回报灵活期间，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大幅提升股票仓
指数与深证成指和上证指数的相关性更低，仅分别为0.084和0.111，也就是说投资我
基金经理时间相对较短， 但是管理基金期间业绩突出， 除中银纯债同业排名中等水平
基金经理成长风格明显，善于把握行业轮动：拟任基金经理投资操作灵活，
位，增仓周期类股票，贡献基金收益。
国股市的投资者如果投资MSCI美国房地产指数能取得较好的分散投资作用。
外，其余两只基金管理期间业绩均在同类型基金中排名前10%左右。
积极进行大类资产配置，善于把握行业轮动，注重优选成长股。
王鹏辉管理景顺
“行业+基本面+股价” 精选个股，均衡配置：基金经理在个股选择上同样
基金公司实力较强，基金经理相关管理经验丰富：广发基金是我国较早成立、规
基金管理公司固定收益管理能力较强：中银基金长期被评为海通证券固定收益
内需增长期间行业轮动特征明显，在医药、食品、机械、电子等行业上结合市场情
贯彻“
自上而下”理念，个股选择主要受到行业配置策略、上市公司基本面以及
模较大、实力雄厚的一家基金公司，拟任基金经理当前管理两只QDII基金，广发标普
管理能力5星级基金管理公司， 同时旗下债券型基金在长中短期均取得了不错的投
况进行轮动，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2013年上半年该基金重仓电子、传媒等TMT个
股价趋势3方面因素影响，个股基本面支撑仅作为基金风险控制的手段，而非
全球农业和广发纳斯达克100均为指数型QDII，与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基金的运作方
资回报，近一年、近两年和近三年的绝对收益排名都位于可比产品的前列，显示出较
股对业绩贡献较大。 从基金风格看，近两年来基金在成长和平衡风格市场中有出
基金持有个股总数较少，每期平均15只左右，均衡股票
买入股票的主要原因。
式十分相似。
强的固定收益管理能力。 截至2013年6月30日，中银基金固定收益类产品管理规模达
色表现。
配比。
投资建议：广发美国房地产基金是我国首只指数型投资海外REITs的基金，投资
326.05亿元，在70家基金管理公司中排名第7位。
投资建议： 景顺策略精选是股票投资仓位在0-95%的灵活配置型混合基金，
投资建议：博时裕益灵活属灵活混合型基金，股票仓位0-95%，以追求绝对
标的REITs与国内股票市场、
美国股票债券市场以及各类大宗商品的相关性都较低，
投资建议：中银盛利纯债基金以1年为运作周期，定期开放申赎，可按净值兑现
拟任基金经理王鹏辉历史业绩良好，投资风格适合成长和平衡市场，基金经理投
收益为目的，风险控制目标优先。
基金经理历史管理业绩优异，坚持“
自上而下”
其次，该基金属于被动管理的QDII，具备投资管理操作
是较好的大类资产配置工具。
投资收益。 该基金运作期间不受申购赎回所导致的流动性压力的影响，利于债券资
资操作上积极择时，行业轮动效果较好，注重优选成长股，善于根据市场灵活调整
投资，善于大类资产配置，仓位调整积极灵活，结合投资时钟进行行业配置，个股
透明、费率较低等优势。
作为复制股票指数型基金，属于风险较高的基金类型，适合风
产的投资操作。 拟任基金经理历史管理基金时间短，但是业绩突出，中银基金管理公
组合配置。此外，景顺长城基金公司在主动管理股混基金方面优势突出。该基金适
选择主要受到行业配置策略、上市公司基本面以及股价趋势的影响，均衡配置。
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持有。
司固定收益管理能力较强。 该基金中低风险中低回报，适合中低风险承受能力的投
合风险承受能力中等的投资者。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中等的投资者。
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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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基金投资攻略
□ 海通证券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王广国

截至2013年7月19日，共有41只基金正在发行，
固定收益类产品发行数量占据多数。 其中，债券型
基金20只、货币基金1只，其余类型中股票型基金11
只，混合型基金4只、保本型2只，QDII基金3只。 本文
选出其中4只有特色的新基金做客观比较， 供投资
者参考。

景顺策略精选
绩优基金经理管理

博时裕益
灵活混合型基金 配置均衡

中银盛利纯债
封闭管理 定期开放

广发美国房地产
首只指数型REITs基金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简称“
景顺策略精选”）是景顺长
城基金旗下一只灵活混合型基金，投资目标
为通过资产配置和灵活运用多种投资策略，
把握市场机会，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在有效
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取高于业绩比较
基准的投资收益。 该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095%， 债券和现金等固定收益类投资比例为
5%-100%。

博时裕 益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基 金 （
简称
“
博时裕益灵活”）是博时旗下的一只灵活混
合型基金。 基金以绝对收益为目标，投资目
标分为下行风险控制和收益获取两个方面，
风险控制目标优先。 基金股票投资范围095%，业绩比较基准为年化收益率7%。 基金
由公司混合组投资总监姜文涛先生独立管
理，基金经理投资管理经验丰富，管理业绩
良好。

中银盛利纯债一年定 期 开 放 债 券 型 证
券投资基金（
简称：中银盛利纯债）为
LOF）（
中银基金旗下一只债券型基金，根据海通基
金分类为债券-准债型基金， 该基金主要投
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既不从二级市场买
入股票，也不参与一级市场股票首次发行或
者增发，但可以持有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
票， 因该原因所持有的股票最长可以持有6
个月。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简
称： 广发美国房地产） 是广发基金旗下一只
QDII基金， 根据海通基金分类， 该基金属于
QDII股混型中的复制股票指数型基金。 该基
金投资目标是以跟踪MSCI美国REIT指数为
原则，采用被动式指数化投资方法，通过严格
的投资程序约束和数量化风险管理手段，力
求实现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 追求跟踪误
差的最小化。

灵活混合型基金， 契合基金经理操作风
格： 景顺策略精选作为一只灵活混合型基金，
股票投资比例为0-95%， 其仓位变动幅度大，
便于实现股票、债券、现金三类资产之间的自
由切换，但同时这类基金对基金经理市场判断
能力要求较高，从拟任基金经理王鹏辉的历史
操作特征看，该基金经理投资操作灵活，参与
择时，善于行业轮动，比较契合基金特征。
拟任基金经理历史业绩较优： 拟任基金
经理王鹏辉历史业绩较优， 现任景顺内需增
长和景顺内需增长贰号的基金经理， 截至
2013年6月28日，这两只基金在他任职期内累
计净值分别增长了14.76%和19.28%，位居同期
可比基金第4/93和2/93位。 从基金公司看，景
顺长城基金公司在主动管理股混基金方面优
势突出，公司最近一年、两年和三年权益类资
产管理能力均位于同业前10名之内。
基金经理成长风格明显， 善于把握行业
轮动：拟任基金经理投资操作灵活，积极进行
大类资产配置，善于把握行业轮动，注重优选
成长股。 王鹏辉管理景顺内需增长期间行业
轮动特征明显，在医药、食品、机械、电子等行
业上结合市场情况进行轮动， 获得了较好的
效果。 2013年上半年该基金重仓电子、传媒等
TMT个股对业绩贡献较大。 从基金风格看，近
两年来基金在成长和平衡风格市场中有出色
表现。
投资建议：景顺策略精选是股票投资仓位
在0-95%的灵活配置型混合基金，拟任基金经
理王鹏辉历史业绩良好，投资风格适合成长和
平衡市场， 基金经理投资操作上积极择时，行
业轮动效果较好，注重优选成长股，善于根据
市场灵活调整组合配置。 此外，景顺长城基金
公司在主动管理股混基金方面优势突出。该基
金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中等的投资者。

基金经理任职期内业绩表现出色： 基金
经理姜文涛自2012年7月17日开始管理博时
回报灵活和博时平衡配置两只基金， 管理期
内，截至2013年7月12日，上证指数下跌5.63%，
基金净值分别上涨27.60%和18.53%，位居同期
可比基金前列，表现出色。 2013年上半年，凭
借对医药、TMT板块的配置，两只基金净值分
别上涨16.37%和10.43%，分别位居同期可比基
金的第9/85位和4/16位。
灵活大类资产配置，自上而下配置行业：
基金经理坚持“
自上而下”的投资理念。 善于
根据投资时钟对市场所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
判断，确定大类资产配置，同时，也会注重识
别把握确定性较高、 风险收益比较好的阶段
性机会， 仓位调整积极灵活。 在行业选择方
面，结合投资时钟“
自上而下”进行配置和进
行波段操作。 例如， 在管理博时回报灵活期
间，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大幅提升股票仓
位，增仓周期类股票，贡献基金收益。
“行业+基本面+股价” 精选个股，均衡
配置：基金经理在个股选择上同样贯彻“
自
上而下”理念，个股选择主要受到行业配置
策略、 上市公司基本面以及股价趋势3方面
因素影响，个股基本面支撑仅作为基金风险
控制的手段，而非买入股票的主要原因。 基
金持有个股总数较少， 每期平均15只左右，
均衡股票配比。
投资建议： 博时裕益灵活属灵活混合型
基金，股票仓位0-95%，以追求绝对收益为目
的，风险控制目标优先。 基金经理历史管理业
绩优异，坚持“
自上而下”投资，善于大类资产
配置，仓位调整积极灵活，结合投资时钟进行
行业配置，个股选择主要受到行业配置策略、
上市公司基本面以及股价趋势的影响， 均衡
配置。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中等的投资者。

封闭管理，定期开放：该基金以1年为运作
周期，每个运作周期内不可申购赎回，但可以
在二级市场上市交易。每个运作周期结束后设
置一个开放期， 开放期内接受申购或赎回申
请。开放期最短5个工作日，最长1个月，管理人
会在每个运作周期结束前2日对开放期长度进
行公告。本基金投资中契约未对产品所投信用
债的信用评级做出直接限制，管理人可以适当
买入一些高收益率、低流动性债券，并通过持
有到期的方式来锁定较高的到期收益率，同时
封闭管理便于利用回购杠杆来放大投资回报。
拟任基金经理基金时间虽短，但历史管理
业绩突出：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为陈国辉，具有
6年证券从业经历，2009年加入中银基金， 目前
管理3只债券型基金。陈国辉担任基金经理时间
相对较短，但是管理基金期间业绩突出，除中银
纯债同业排名中等水平外， 其余两只基金管理
期间业绩均在同类型基金中排名前10%左右。
基金管理公司固定收益管理能力较强：
中银基金长期被评为海通证券固定收益管理
能力5星级基金管理公司，同时旗下债券型基
金在长中短期均取得了不错的投资回报，近
一年、 近两年和近三年的绝对收益排名都位
于可比产品的前列， 显示出较强的固定收益
管理能力。 截至2013年6月30日，中银基金固
定收益类产品管理规模达326.05亿元，在70家
基金管理公司中排名第7位。
投资建议：中银盛利纯债基金以1年为运
作周期，定期开放申赎，可按净值兑现投资收
益。 该基金运作期间不受申购赎回所导致的
流动性压力的影响， 利于债券资产的投资操
作。 拟任基金经理历史管理基金时间短，但是
业绩突出， 中银基金管理公司固定收益管理
能力较强。 该基金中低风险中低回报，适合中
低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标的指数历史业绩优： 标的指数MSCI
US REIT指数是具有市场代表性的美国RE－
ITs指数， 指数总市值涵盖了美国REITs市场
98%的比例。长期看，美国REITs的收益高于美
国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 截至2013年5月31日
的40年间， 美国全部REITs的年化收益率为
10.23%，远远高于股市7%左右的复合增长率。
波动方面， 长期看，REITs的波动率高于整个
股票市场代表指数， 如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
普500指数，但与我国股票市场比波动较小。
弥补市场空白， 良好的资产配置工具：
REITs与我国股市的相关性非常低，从相关系
数看，All REITs与我国沪深两市的相关系数
在0.1左右，标的指数MSCI美国房地产指数与
深证成指和上证指数的相关性更低， 仅分别
为0.084和0.111，也就是说投资我国股市的投
资者如果投资MSCI美国房地产指数能取得
较好的分散投资作用。
基金公司实力较强， 基金经理相关管理
经验丰富：广发基金是我国较早成立、规模较
大、实力雄厚的一家基金公司，拟任基金经理
当前管理两只QDII基金， 广发标普全球农业
和广发纳斯达克100均为指数型QDII，与广发
美国房地产指数基金的运作方式十分相似。
投资建议： 广发美国房地产基金是我国
首只指数型投资海外REITs的基金，投资标的
REITs与国内股票市场、美国股票债券市场以
及各类大宗商品的相关性都较低， 是较好的
大类资产配置工具。 其次，该基金属于被动管
理的QDII，具备投资管理操作透明、费率较低
等优势。 作为复制股票指数型基金，属于风险
较高的基金类型，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
投资者持有。
责编：李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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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基金基本情况
费率
基金名称

市场代码

基金类型

管理人

托管人

基金经理

景顺策略精选

242

混合型

景顺长城

中国银行

王鹏辉

博时裕益灵活

219

混合型

博时

建设银行

姜文涛

中银盛利纯债

163824

债券型

中银

工商银行

陈国辉

广发美国房地产

179

指数型

广发

中国银行

邱伟

认购费率

申购费率

M < 50万元，1.20%
50万元 ≤ M <100万元，0.80%
100万元 ≤ M < 500万元，0.20%
M ≥ 500万元，1000/笔
M < 50万元，1.20%
50万元 ≤ M <100万元，0.80%
100万元 ≤ M < 500万元，0.50%
M ≥ 500万元，1000/笔
M<100万元，0.6%
100万元 ≤ M <200万元，0.40%
200万元 ≤ M <500万元，0.20%
M ≥ 500万元，1000/笔
M < 50万元，1.10%
50万元 ≤ M <100万元，0.60%
100万元 ≤ M < 500万元，0.20%
M ≥ 500万元，1000/笔

M < 50万元，1.50%
50万元 ≤ M <100万元，0.90%
100万元 ≤ M < 500万元，0.30%
M ≥ 500万元，1000/笔
M < 50万元，1.50%
50万元 ≤ M <100万元，1.00%
100万元 ≤ M < 500万元，0.60%
M ≥ 500万元，1000/笔
M<100万元，0.8%
100万元 ≤ M <200万元，0.50%
200万元 ≤ M <500万元，0.30%
M ≥500万元，1000元/笔
M < 50万元，1.30%
50万元 ≤ M <100万元，0.70%
100万元 ≤ M < 500万元，0.30%
M ≥ 500万元，1000/笔

赎回费率

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

风险
定位

Y < 1年，0.5%
1年 ≤ Y < 2年，0.25%
Y ≥ 2年，0

1.50%

0.25%

中风险

Y <2年，0.5%
2年 ≤ Y < 3年，0.25%
Y ≥ 3年，0

1.20%

0.25%

中风险

Y<30天，0.75%
Y ≥ 30天，0

0.70%

0.20%

中低
风险

Y < 1年，0.5%
1年 ≤ Y < 2年，0.30%
Y ≥ 2年，0

0.80%

0.30%

高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