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简称 基金经理 净值日期 今年以来收益 2013年收益

理成大中华区转子成长 程义全

01-31 3.53% 31.53%

淡水泉中国机会 赵军

02-28 1.11% 36.84%

赤子之心自然选择 赵丹阳

02-28 0.76% 25.35%

晓扬机遇 戴祖祥

02-28 11.71% 30.69%

锦宏中国价值 徐之骞、钱亚龙

02-28 6.20% 43.68%

晓扬成长 戴祖祥

02-28 11.46% 27.60%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截至

20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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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析

全球经济复苏 中国私募分享收益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彭澎

3月汇丰PMI跌至48.1%， 创八

个月新低， 显示出中国经济前景并

不乐观。 同时，全球知名评级机构监

测到， 新兴市场已连续22周资金净

流出。 资金的暗涌，显示出全球机构

资金对美国、欧洲等的偏好，对其经

济已进入复苏期的认可。

股市作为经济先行的晴雨表，

以美国为代表的标普500、纳斯达克

指数屡创新高， 投资海外的中国私

募基金不仅能分享全球经济复苏带

来的收益，同时国外市场与A股市场

弱关联， 能更加合理地完善投资者

的资产配置。 目前，受QE退出影响，

美元持续走强，在此背景下，以外币

投资海外市场， 不仅能获取投资收

益， 还可以享受汇差为收益锦上添

花。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挑选6只在

2013年收益率超过25%投资海外市

场的私募基金。

理成大中华区转子成长

寻找价值错估的机会

理成投资旗下的理成大中华

区转子成长基金， 其核心基金经

理是程义全， 该基金专注投资于

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 其投资

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 美国及新

加坡。 基金经理在挑选投资标的

上， 主要从公司的基本面出发，进

行基于成长性的长期价值投资，意

在寻找不同市场间的无效性和价

值错估的机会。

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

大量美国金融股票大幅下挫， 但由

于市场整体悲观，不少医药、高科技

股也跟随大幅下跌， 这就造就了不

少好公司股价出现与价值错估的现

象， 事实证明这类被错杀的股票在

2009年取得了不错的涨幅。

同时，国外衍生品工具充分，理

成大中华区转子成长基金可以充分

利用海外市场的衍生工具， 实现对

冲和扩大资金利用效率。 大中华区

转子成长基金成立于2011年8月，截

至2014年1月31日， 累计增长率

51.23%，2013年取得了31.53%的绝

对收益率。

淡水泉中国机会

专注香港市场

赵军管理的淡水泉中国机会，

专注投资港股市场，特别是红筹股，

即那些带有内地概念的在香港上市

的股票。 赵军坚持逆势投资，在市场

大跌恐慌时敢于大幅加仓， 而加仓

的依据来源于赵军深入的调研。

赵军擅长提前布局未来有潜力

的优质企业， 对于看好的企业重仓

持有，因而长期维系高仓位的水平，

同时持股周期长， 这势必造成基金

净值短期波动较大， 但长期来看具

备为投资者创造持续超额收益的可

能性。 淡水泉中国机会2013年取得

了36.84%的绝对收益率， 今年以来

截至3月21日已取得1.11%的绝对收

益率。

赤子之心自然选择

私募教父掌管

赤子之心自然选择的掌管人，

是中国私募业的开拓者赵丹阳。 赵

丹阳2003年在中国香港创办了第

一只真正意义上的阳光私募基金。

他一直遵循价值投资理念， 只购买

价格与价值严重错配的标的， 由于

超跌的个股通常是由某个事件或情

绪所驱动，因而需要长期等待，所以

鲜有出手的时候，但若机会到来，便

会重仓位买入，并且长期持有。赵丹

阳认为， 投资的第一位是保证本金

安全， 在资本市场存活下来是第一

位的要事， 而不是想着如何去博取

收益。

赵丹阳自身在购买股票时，会

彻底抛弃技术分析， 认为个股曲线

实际上只是将大众心理的每日看法

图表化，并无任何实质性意义，只有

抓住公司的内在价值， 投资才会有

意义和足够的安全性。 赤子之心自

然选择成立于2009年3月，截至2月

28日，已取得了79.26%的绝对收益

率， 今年以来取得0.76%的绝对收

益率。

很多国内高端投资者都会配置

海外市场， 海外私募基金是途径之

一， 投资者可以通过配置一些海外

资产，让自身的资产结构更加健康。

责编：殷 鹏 美编：马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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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直击

私募重点研究

90

后偏好

尤爱移动互联网 引发投资格局改变

□本报记者 曹乘瑜

移动互联网成为私募投资的

香饽饽，近期有私募表示，对移动互

联网的投资， 需要对移动互联网原

住民———90后有所了解。 部分私募

认为， 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大潮

下，部分行业已经没有投资机会，即

使进行O2O （Online� To� Offline，

指线下的商务机构与互联网结合）

改革，也不见得扭转颓势。

为何锁定90后

3月25日， 在第六届中国私募

基金年会上， 复星风险投资基金执

行总经理梁隽樟表示， 要投资移动

互联网，一定要研究90后。“90后是

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 他们对于很

多产品服务， 包括品牌的认知跟我

们是不一样的。 在移动互联网背景

下成长的90后， 他们的看法对企业

的成长有很大意义。 ” 他说。

梁隽樟透露， 复星投资近期专

门做了一些针对90后的调查， 以了

解他们对品牌的看法。 复星投资正

在加大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投

资，后者是复星这几年的投资战略。

据悉， 复星早期的投资以传统

产业为主，包括地产、医药、零售、媒

体等。

“传统的产业如旅游、 教育、零

售、医疗，都有不同的产业链环节，

这些环节本身是依靠很多信息不对

称存在的。 传统产业在移动互联网

和互联网影响下， 实际上靠信息不

对称而存在的商机会被推翻， 一些

环节在未来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时

代会消失得比较快。 ” 梁隽樟说。

投资界的数据显示，2014年以

来的投资事件有24起，其中，互联网

和移动互联网就达12起， 其中移动

互联网领域的投资达到4起。

行业格局改变

深圳尚雅投资董事长石波认

为，90后导致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

式正在发生变化。“移动互联网进行

企业宣传， 与物理世界的表达方式

不太一样，必须‘有湿度、有温度’ ，

用他们的表达方式吸引他们。 ”

不论是进行股权投资还是进行

股票投资的私募， 均在积极参与移

动互联网。 石波认为，目前智能终端

的人口已超过8亿，移动互联网的世

界正在形成，不管适应不适应，都得

迎接这个挑战。

深圳鼎诺投资既做股权投资，

也投资二级市场， 执行总裁黄弢认

为，互联网对投资的冲击非常大，并

且带来了行业格局的变化。“传统的

百货和服装，在互联网的冲击下，自

2010年以后，基本没有投资机会。有

的公司股价在O2O模式下出现阶段

性涨幅， 但是难以改变走下坡路的

大势。 ”

不过，也有私募认为，有的行业

和公司在互联网冲击下转型得较为

顺利。 深圳金田龙盛认为，传统银行

业中的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改变

传统盈利模式，向互联网金融、移动

支付进军方面积极主动， 其中北京

银行与小米签署移动互联网金融全

面合作协议， 浦发银行引入中移动

股东，推出微信银行、与腾讯战略合

作，民生银行直销银行正式上线，由

于这些股份制银行对互联网金融、

移动支付持合作包容心态， 已经走

在了行业的前列。

■

产品擂台

3月以来

私募整体亏损

正收益产品不足四成

□本报记者 殷鹏

根据私募排排网数据中心不完

全统计，3月第三周已披露3月净值

数据的非结构化私募证券基金产品

有1156只，3月平均收益率为-0.

78%， 净值表现较前一周下降趋势

稍有缓和，跑赢大盘指数。 从表现来

看，3月实现正收益的产品426只，占

比36.8%，其中41只产品净值涨幅在

5%以上。

泽熙投资徐翔管理的 “山东信

托·泽熙3期” 获取了当周的第一

名， 收益率为13.67%， 单位净值是

1.748元。 当周的亮点属淡水泉，本

期前十名，有6只产品属于淡水泉管

理；淡水泉赵军管理的“平安信托·

中国机会三期” 位于当周第二名，收

益率为9.25%。 国鸣投资管理的“中

融信托·融新252号第8期” 位居当

周第四名。 鼎润投资“兴业信托·鼎

润1期” 位于当周第九， 收益率为

8.61%

从当周榜尾的私募来看， 跌幅

最大的是洲浚投资的“中融信托·洲

浚1号” ，收益率下降15.23%；倒数

第二名的是“云南信托·中汇金凯户

外俱乐部1号” 。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中心统计，

今年以来共成立299只阳光私募新

品，上周共成立21只阳光私募新品，

其中4只非结构化、17只结构化，这

些产品中大部分采用股票策略，表

明投资者依然偏好股票类产品。 今

年以来，有39只产品清算，上周有4

只产品到期清盘， 其中仅 “外贸信

托·博普量化套利” 累计净值在1以

上， 其余3只均出现小幅亏损在5%

以内。

市场行情不容乐观， 但部分私

募对未来经济保持乐观， 豪业资本

董事长张浩则表示：“出奇制胜，股

市将继续上涨” 。而部分私募却对未

来经济发展持不同观点； 北京神农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宇表

示，近日美中概股、科技股暴跌，腾

讯走软，A股创业板距离加速下跌

之日越来越近。

私募人士余爱斌表示， 今年行

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消化， 权重板

块可能要消化宏观经济减速的冲

击，成长板块要消化估值压力。 私募

人士田晓军判断， 今年价值板块可

能小有机会， 成长板块可能风险较

大。 具体操作上，田晓军表示，应该

降低持仓水平， 在政策催化剂比较

多的国企改革、 军工板块寻找投资

机会。

私募人士陈家琳表示， 今年有

三个投资线索： 一是以上证综合指

数、 沪深300为代表的大盘蓝筹股，

或有几次脉冲行情； 二是国资国企

改革大有机会； 三是处于行业龙头

的所谓二线白马股、成长股，如果调

整到位，可能会有机会。 私募人士周

兵表示，市场有望在4月上中旬筑底

成功， 大盘若在4月中旬不破位，主

板则有可能展开行情。 操作上，看好

房地产和金融板块， 两者估值均处

于历史低位。

私募人士张云逸表示， 今年成

长股和价值股都有机会， 价值股里

面最看好房地产；在成长股中，看好

互联网的新业务，例如在线医疗、教

育、 文化娱乐等都会出现爆发性增

长。

投资海外市场的私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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