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 产品名称 投资顾问 成立时间 基金经理 净值日期 单位净值 月增长率

1

厦门信托

-

国富投资专户

1

号 国富投资

2011-10-18

陈海峰

2014-9-12 1.262 31.64%

2

厦门信托

-

国富投资专户

2

号 国富投资

2011-10-18

陈海峰

2014-9-12 1.2551 31.44%

3

厦门信托

-

国富投资专户

3

号 国富投资

2011-10-18

陈海峰

2014-9-12 1.2513 30.90%

4

云南信托

-

中金

-

云信私募工场

(

二期

)

第

8

期

(

兴富进取

1

期

)

兴富投资

2014-7-8 2014-9-19 1.26 21.32%

5

中融信托

-

能宏

1

期

\N 2010-12-22 2014-9-19 0.8458 21.23%

6

外贸信托

-

双赢

1

期

(

瀚信

)

瀚信资产

2010-8-27

蒋国云

2014-9-19 1.0003 19.52%

7

华润信托

-

美联融通

1

期 美联融通

2007-10-30

汪立家

2014-9-15 101.04 17.98%

8

中融信托

-

嘉禾

1

号 琪润投资

2010-9-25

洪涛

2014-9-19 1.729 16.86%

9

山东信托

-

华展金丰财源广进

1

期 华展金丰

2012-2-22

李丰

2014-9-19 1.0123 16.71%

10

中信信托

-

沃胜

5

期 沃胜资产

2014-8-15

魏延军

2014-9-19 114.24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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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分析

知名私募选股择时能力突出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王梦丽

与王亚伟快进快出的犀利风格

不同，阳光私募中的另一派价值型、

逆向投资型私募大佬以精选个股、

持股周期长的投资风格见长， 包括

重阳裘国根、淡水泉赵军等。好买基

金研究中心根据这些私募大佬们一

二季度重仓股变换情况， 深入分析

其投资脉络， 从而为广大投资者甄

选出优质私募基金。

王亚伟坚守

华润万东、三聚环保

无论是在公募还是私募， 昔日

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的一举一动都

受到市场关注。但是，一直以来王亚

伟的调仓换股都略显频繁， 多数股

票持有不超过一个季度， 只有少数

个股能得到“一哥” 的坚守。

二季度王亚伟管理的私募基金

出现在8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

股东中。其中，华润万东、三聚环保、

南风股份、 翼东水泥为王亚伟今年

前两季度一直坚守的四只个股。 值

得注意的是， 二季度坚守的四只股

票中， 三聚环保与华润万东可谓是

王亚伟奔私后的“钟情对象” 。

王亚伟旗下昀沣信托计划

2013年一季度大举进仓三聚环保

1930万股，随后三聚环保股价一路

震荡上行，并创下新高。 截至今年6

月30日，“昀沣” 持有的三聚环保

股份已高达2502万股。而三聚环保

的股价也由2013年1月4日的11.20

元涨至今年 9月 24日的收盘价

25.02元。

另外， 王亚伟一直坚守的华润

万东这只重组概念股也让其盈利翻

番。“昀沣” 2012年进入华润万东十

大股东名单，起初持股仅90万股，随

后逐渐增持。好买数据显示，今年二

季度昀沣持有华润万东370万股，持

股比例由0.42%升至1.71%，位列华

润万东第二大股东。 而华润万东自

今年2月停牌了7个多月后，于今年9

月17日复牌并连续出现4个涨停板，

其股价也由停牌时的13.4元一路涨

至9月24日的18.85元。

重阳寻找

低估值白马股

相比王亚伟频繁的调仓换股操

作， 重阳投资持有重仓股的时间周

期一般较长，其换手率较低，一般小

于1倍。 根据好买基金的调研，重阳

具体的投资理念是基于中长期判断

下的逆向投资， 发现并投资确定的

低估值成长公司。 反映到投资方法

上，就是致力于挖掘那些具有“护

城河” 优势、且优势逐年增多的企

业， 以及那些价值和价格被错估的

股票。

与王亚伟、徐翔钟情“冷门股”

不同， 重阳投资喜欢挖掘被低估的

白马股。早在今年初，重阳投资就提

出A股市场存在一波类似于2003年

11月至2004年4月的中级上涨行

情。9月，重阳投资再度指出，年初预

期的中级上行行情已经开始。 与此

同时， 那些被低估的会受益于经济

转型中的优质企业会成为市场追逐

的热点。 从二季报中重阳坚守的重

仓股可以看出， 重阳的布局恰恰是

遵循这一思路。

好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裘国

根掌舵的重阳投资重仓了宝钢股

份、万华化学、福耀玻璃、青岛海尔、

燕京啤酒、 长江电力等6只股票，全

是主板并且机构云集。二季度，重阳

投资继续重仓宝钢股份、万华化学、

青岛海尔、燕京啤酒，涉及的都是蓝

筹或者大消费行业个股。

淡水泉获利了结

大富科技

关于淡水泉， 最突出的特点是

其逆向投资的策略， 往往不会用过

多的仓位参与市场热点， 相反会常

常采取“埋伏” 策略，提前布局一些

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根据好买基金

二季度对淡水泉做的调研， 目前淡

水泉坚持两线布局思路， 一方面配

置以房地产龙头股为代表的大盘蓝

筹， 另一方面在新兴产业中挖掘机

会，重仓了医药和电子板块，健康医

疗和品牌消费等领域的龙头企业也

会重点专注。

此外， 考虑到IPO启动对中小

股票估值带来的压力、信托兑付的

压力和季报之后真空期的不确定

性，淡水泉在二季度采取了阶段性

防守策略，获利兑现了前期涨幅较

大的部分中小股票，继续降低房地

产板块头寸。 从一二季度淡水泉重

仓股可以看出其布局和这一思路

吻合。

好买数据显示， 淡水泉一季度

重仓股票有6只， 分别是亨通光电、

大亚科技、大富科技、中国武夷、生

益科技、合兴包装，其中大富科技在

二季度获利了结。事实上，众多重仓

股中大富科技是表现最为亮眼的一

只。 该股票从年初的13.42元最高曾

涨至7月11日的53.40元。 据公司一

季度公告， 投资精英之淡水泉和淡

水泉精英1期分别持有大富科技

173.45万股和220.46万股， 成为公

司第6和第10大流通股东。

尽管淡水泉旗下的两只产品是

在2014年一季度方才大胆介入，但

仍然踏准了大富科技的上涨脉搏，

在4月中大赚93.1%。 事实上，大富

科技曾在2012年出现巨额亏损，在

2013年业绩开始暴增， 再加上炙手

可热的特斯拉题材， 大富科技才能

一时间“乌鸦变凤凰” 。

从这些大牌私募重仓股靓丽的

业绩表现不难看出他们精准的选股

与择时能力。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投资这些优质私募基金， 不失为一

种稳妥投资方式。

■

热点直击

9

月排名前十私募收益率均超

15%

□私募排排网 熊玉琴

前周 （9月15日至9月19日），

市场各指数涨幅不一， 中小板指数

和创业板指数分别下跌1.17%和

1.47%； 同期上证指数下跌0.41%。

截至9月19日， 沪深300指数9月以

来上涨3.72%。

根据私募排排网数据中心不完

全统计， 目前有净值数据的非结构

化私募证券基金产品为1233只，9月

平均收益率为3.97%，小幅跑赢大盘

指数。 从表现来看，9月实现正收益

的产品为1138只，占比92.3%。 排名

前十名的产品收益率均超过15%，

前三甲涨幅均超30%。

国富投资独霸前三名

国富投资产品的最新净值截至

9月12日，凭借高收益，前三甲被旗

下三只产品霸占。 截至9月12日，国

富投资旗下陈海峰独自掌管的三只

产品涨幅均超30%。“厦门信托·国

富投资专户1号” 、“厦门信托·国富

投资专户2号” 和“厦门信托·国富

投 资 专 户 3 号 ” 凭 借 31.64% 、

31.44%和30.90%的超高收益率分

别排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名。

陈海峰表示，医疗健康、TMT、

LED等板块值得关注， 与并购重组

相关的自下而上的投资机会将是另

一条贯穿全年的投资主线。

兴富投资管理的 “云南信托·

中金·云信私募工场（二期）第8期

（兴富进取1期）” 、“中融信托·能

宏1期” 和瀚信资产蒋国云掌管的

“外贸信托·双赢1期 （瀚信）” 分

别凭借21.32%、21.23%和19.52%

的高收益率分别获得第四至第六

名。 据悉，蒋国云离开券商后成立

了瀚信资产集团，旗下瀚信资产主

要做二级市场投资，而旗下的时代

伯乐则主要做PE投资。 蒋国云表

示， 用股权投资的思路投资股票，

又用二级市场的眼光进行PE投资，

这不仅不矛盾， 而且可以相互促

进、补充。

第七至第十名分别是美联融

通汪立家管理的 “华润信托·美联

融通1期” 、 琪润投资洪涛掌管的

“中融信托·嘉禾1号” 、 华展金丰

李丰管理的 “山东信托·华展金丰

财源广进1期” 和沃胜资产魏延军

掌管的 “山东信托·华展金丰财源

广进1期” ， 净值分别是101.04元、

1.729元、1.0123元和114.24元，收

益率则是17.98%、16.86%、16.71%

和15.87%。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中心统计，

今年以来共成立1333只阳光私募新

品，上周共成立13只阳光私募新品，

其中以结构化产品为主，共计10只，

其余3只为非结构化产品；新成立的

产品除了两只是其他策略外均为股

票策略。

私募认为短期将迎来调整

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走势， 知名

私募曾昭雄认为，“进入四季度牛

市启动第一波后或有震荡蓄势的过

程。沪港通、优先股发行、新股发行、

制度完善与机制创新等相关政策不

断利好股市， 经济最坏时刻已经过

去。四季度震荡过后，宏观经济局势

向好， 企业盈利好转的预期等积极

因素将继续推动牛市行情初级阶段

逐级展开。 ”

上海重阳投资董事长兼首席投

资官裘国根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强调，A股历史上只有 1996年至

1997年和2006年至2007年的行情

可以称之为大牛市， 目前A股只能

算中级行情。

私募人士李志新认为，短期将

迎来周线级别的调整。在本轮行情

中， 创业板指数已经运行到接近2

月份的高点，而创业板综指更是大

幅上涨创造了历史新高。创业板的

活跃反映了市场对经济转型的预

期，而创业板的很多上市公司代表

了未来经济转型的方向。但经历了

去年和今年的大幅上涨后，未来板

块会呈现分化走势，估值过高的品

种重心会逐渐下移，回归合理价格

区间。

钟志锋表示， 回调是买入良

机，看好军工和国企改革。 在沪港

通真正推出之前， 大盘的系统性

风险不大，还是以震荡为主。 等推

出沪港通之后， 投资者可根据具

体影响适当调整投资策略。 短线

振幅可能加剧， 板块及个股的分

化可能会更加明显， 但是随着各

项改革预期的增强， 会刺激市场

热点持续活跃。

■

选基之道

寻找更适宜

牛市的私募

□格上理财

格上理财数据显示，中国阳光私募

自2003年诞生以来， 已成长了11个年

头。在这11年里，市场经历了从999点一

路高歌猛进到6124点的大牛市，也经历

了暴跌4440点的大熊市，经历过欢欣鼓

舞的小牛，也经历过耗时长达几年的低

位震荡，经历了多轮市场转换，已经慢

慢成熟的阳光私募机构市场适应性如

何呢？ 当下市场认为牛市来了的观点不

绝于耳， 格上理财对近7年具有公开业

绩的155家私募机构，345只私募基金进

行了统计研究，以确定哪家私募更适宜

在牛市中操作。

格上理财选取了2008年10月到

2009年8月作为牛市行情市场检验区

间，这段时间上证指数从1664.93点上

涨到3478.01点，是私募行业逐步成规

模性发展后的小牛市。 数据显示，在牛

市行情中，新价值投资、混沌投资、云

程泰投资表现抢眼。 这几家公司清一

色属于重仓型的投资方法， 即在大部

分市场条件下均保持八成以上的股票

仓位。

作为牛市行情第一名的新价值投

资，其投资经理罗伟广，投资风格较为

激进，以集中持有中小盘股票，抱团作

战为投资标签， 且各产品间投资策略

较为相似。 数据显示，其鲜明的投资风

格 使 其 在 2009 年 的 市 场 中 ， 以

192.57%的收益问鼎私募冠军，荣获多

个私募业内知名奖项，可谓名利双收。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其集中

持有创业板中小板股票的投资风格使

其净值在熊市中面临较大回撤， 市场

行情的惨淡再加上其资金管理规模扩

大后，投研队伍建设并未及时跟上，投

资策略与管理规模的适应性并未及时

调整，其产品净值持续走低，遭遇大量

赎回。 罗伟广曾表示，其投资风格确实

不适合熊市， 但他相信会在牛市中再

次爆发。

混沌投资掌舵者葛卫东，江湖尊称

“葛老大” ，操作期货起家，经历过爆仓

的危机， 也享受过收益翻三倍的辉煌，

目前管理资产规模已达120亿元。 2008

年经济危机时，葛卫东认为市场处于历

史上少见的低点，是阳光私募行业发展

的重要时期， 再加上当时资金较为充

裕，混沌投资发行的第一只产品就为结

构化产品。 得益于之前的期货研究，葛

卫东对趋势、股票的高低点位、宏观经

济形势的把握较为精准，所以乘2009年

小牛市的顺风车，混沌1号（中融）取得

了牛市第二名的好成绩。

云程泰投资坚持做羊群外的守望

者。 云程泰第一只产品———云程泰资

本增值1期，自成立之后便遭遇2008年

大熊市的惨烈打击，2009年到2010年

之间凭借300%的收益率实现奇迹般

大逆转。 不只是在2009年的单边行情

中，但凡市场有阶段性的上涨行情，云

程泰总能创造出惊人的收益率， 这家

公司认为资本市场永远是一个羊群效

应盛行的地方， 流行的偏见和群体性

的过激行为反复出现。 而云程泰执著

于识别和寻找这些市场流行偏见和群

体过激行为所带来的投资机会。 不仅

在牛市中表现优异， 云程泰在熊市和

震荡市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在经历

了之前的大跌之后， 云程泰吸取经验

教训， 设立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在

2009年以来的几次大跌中， 严格控制

回调幅度，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历史业

绩一直呈现小波动上升趋势。

此外， 坚持价值成长股的广金投

资、尚诚资产、尚雅投资、淡水泉投资

也在牛市行情中表现优异。

数据来源：私募排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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