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推荐

关注业绩稳定的绩优基金

招商证券 宗乐 顾正阳 张夏

近两月市场持续反弹，随着政策红利的释放，看多声音渐涨，而市场格局也与以往有了较明显的变化。 在结构性牛市行情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的背景之下，行业配置和个股选择依然是影响基金业绩的最主要因素。

变幻莫测的市场对基金经理的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我们精选了一批长期业绩表现优秀、基金经理投资能力突出的偏股型基金，投资者可挑选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纳入投资组合，以期获得长期的资本增值。

长信双利优选混合

长信双利优选基金（519991）成立于2008年6月20日，现任基金经理谈洁颖，截至2014年二季度末，管理规模为6 .7亿元，成立以来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为87 .1%。

产品特征

按照招商证券的基金分类方法，长信双利属于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即该基金对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投资占基金净资产的比例介于30-80％之间。 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800指数×60%+上证国债指数×40%。

投资要点

历史业绩优秀，持续性高：长信双利是我们持续推荐的基金，原因是该基金的长期业绩优秀，并且持续性高。 过去3年，该基金各年度的业绩排名在同类基金中均位居前20%。 截至 10月10日，长信双利近 3年的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高达 46 .8%，超越同类平均水平79%，在同期131只偏股混合型基金中排名第三。 现任基金经理谈洁颖于2012年7月上任，任期内取得了72 .9%的正收益，同类排名第五。

偏好成长消费，切合市场风格：从该基金的重仓股来看，基金经理偏好成长性较好的消费类股票，医药、食品饮料和 TMT是基金择股重点行业。 由于现阶段我国正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逐渐向依靠消费驱动经济转变，同时居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大消费类股票持续涌现出牛股，基金经理风格符合当前的市场风格。

择股思路清晰，持股集中度高：从重仓股的持股集中度来看，基金持股集中度很高，各季度前十大重仓股占股票投资比例接近或超过70%，反映了基金经理的投资思路清晰，对看好的个股敢于重仓持有。

基金经理投研经历丰富 ：谈洁颖2004年进入长信基金公司开始担任行业分析师工作 ，有接近10年的股票投研经历，且仅管理长信双利这一只基金。 在当前公募基金经理变动频繁、“一拖N” 的背景下，谈洁颖能够专注一家公司和一只基金，为基金业绩的稳定性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广发聚瑞

广发聚瑞股票型基金（270021）成立于2009年6月 16日，现任基金经理为刘明月，截至 2014年二季度末的管理规模为43 .1亿元，成立至今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为74 .9%。

产品特征

广发聚瑞属于灵活配置股票型基金，股票配置比例介于 60-95%之间，现金、债券、权证等资产占基金净资产的5%-40%之间。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80%+中证全债指数×20%。

投资要点

历史业绩优秀而稳健：广发聚瑞基金的历史业绩优秀而稳健，截至 10月10日，其过去3年的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达到65 .7%，在同类基金中排名位居前十分之一。 此外，该基金业绩持续性较强，在基金经理刘明月的管理下，成立以来各年度的收益率排名均位居同类基金前三分之一。 该基金仅在2011年录得负收益，其余 5年均获得了正收益。

基金风格灵活，善于把握市场主题 ：在投资风格方面，基金经理刘明月不囿于某种特定的风格和行业，而是善于捕捉当下较具优势的投资主题，这也是该基金业绩能够持续领先的重要因素。 例如 ，该基金在2012年重仓了白酒和建筑装饰板块、2013年重仓了创业板、2014年则重仓了中小盘股票，这些配置均较好地把握了当年的主要投资热点。

持股长短结合，主次清晰 ：从组合持仓来看，该基金的集中度较高，前十大重仓股占股票投资比例一般超过 50%。 对于看好的股票，该基金的持仓会接近 10%的仓位上限。

从持股周期来看，对于部分持续看好的股票，该基金的持股时间较长，例如对香雪制药、康得新等个股的持股时间超过一年，而对其他一些个股则仅重仓持有1-2个季度后即退出重仓 。

基金经理在投研领域经验丰富：刘明月自 2004年期进入证券行业，距今有超过 10年证券行业投研经历。 刘明月目前同时担任广发新经济和广发聚优两只基金的基金经理，这两只产品在其任期内回报在同类基金中均排名前三分之一。

汇添富民营活力

汇添富民营基金（470009）是汇添富基金公司旗下的一只股票型基金，成立于2010年5月 5日，现任基金经理为朱晓亮，最新管理规模为24 .3亿元。

产品特征

该基金属于灵活配置股票型基金，投资股票的比例为60%-95%，基金主要精选与中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优秀民营企业上市公司股票进行投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民营企业综合指数×80%+上证国债收益率×20%。

投资要点

历年业绩优异而稳健：截至2014年10月10日，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为99 .5%，在同类基金中排名第二，远超同期股票型基金13 .7%的平均水平 ，而同期沪深300指数下跌了 18 .3%。 该基金近3年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达到 109 .8%，超越沪深 300指数113个百分点 。 此外，该基金2011年-2014年各年度的业绩排名均位居同类基金前四分之一，业绩稳定性突出。

行业分散 ，个股集中：该基金的投资组合显示出较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投资特征。 基金配置的股票所属行业较为分散，既包括传媒 、医药等新兴消费股，也包括市场热点的 TMT、军工等板块。 在个股的配置上，该基金具备一定的集中度，长期看好的个股配置达8%以上，使得整体组合在维持中等仓位的同时具备较强的业绩弹性。

偏重成长，消费见长：基金经理朱晓亮是消费行业研究员出身，基金组合配置也体现了其主要研究范围。 个股选择方面，基金经理偏重于对成长股的配置，组合中有较多创业板个股，精选的高成长个股有力的提升了该基金的业绩。

现任基金经理研究功底扎实，任期内表现出色：朱晓亮拥有7年证券从业经验，在管理汇添富消费行业基金期间表现出色。 虽然接管汇添富民营活力基金仅半年时间，但很好地完成了过渡 ，并取得了优秀的业绩，实现回报 24 .1%，在同期股票型基金中排名前15%，表现出良好的适应能力和较高的投资管理水平。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固收团队实力强大 追求长期稳健收益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胡俊英、石岩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于2008年 3月，截至 2014年二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35 .97亿元，在所有债券型基金中排名第5位，份额为31 .39亿份。

产品特征：

该基金根据市场风格保持相对较高的投资杠杆 ，配置比较均衡。 如自2012年以来，保持 120%-140%的债券投资比例，其中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据等均有配置，但企业债、金融债和可转债的配置比例相对较高。

易方达增强回报自设立以来采用稳健的资产配置来积累收益，在注重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均衡配置。 凭借较高的风险调整后收益和稳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在2013年度金牛基金评奖中被评为“五年期债券型金牛基金” ，且今年以来该基金表现同样出色。

历史业绩“积跬步 ，以致千里” ：该基金长期以来采取稳健的均衡配置策略，不断积累收益，长期以来业绩表现突出。截至2014年10月10日，最近一季度该基金A类和B类份额净值增长率分别为5 .03%和4 .86%，在同期626只非理财开放式债券型基金中排名第148和 158名；最近两年该基金A类和 B类份额净值增长率分别为16 .96%和15 .93%，在同期283只非理财开放式债券型基金中排名第54和63名 ；最近5年该基金A类和B类份额

净值增长率分别为48 .53%和45 .42%，在同期124只非理财开放式债券型基金中排名第1和5名 。 将时间段拉长，从基金业绩排名很容易看出，该基金注重长期的稳健增值，也是不断积累小收益理念的体现。

固定收益团队实力强：长期稳健的业绩得益于易方达固定收益投资体系追求的稳健的投资理念 ，同时与实力强大的固定收益团队分不开。 自2007年组建固定收益投资团队以来，至2010年已完成了从人才配备 、完整投研平台建立，到投资、研究 、交易的业绩评估体系的建设。 由马骏带领的固定收益团队近年来为投资者赢得了丰厚的回报。 截至2014年10月 10日，旗下非理财开放式债券型基金最近 5年加权平均净值增长率为

46 .61%，位于2014年年中资产规模超过200亿元的基金公司之首 。

投资建议 ：

易方达增强回报属于债券型基金，为中低风险的基金品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并期望获得稳定增值的投资者长期持有。 另外 ，该基金也是构建稳健投资组合时平衡组合风险的较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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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设立于2008年3月， 截至2014年

二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35.97

亿元， 在所有债券型基金中排名第5

位，份额为31.39亿份。

产品特征： 该基金根据市场风格

保持相对较高的投资杠杆， 配置比较

均衡。 如自2012年以来， 保持120%

-140%的债券投资比例，其中国债、金

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据等均有

配置，但企业债、金融债和可转债的配

置比例相对较高。

历史业绩“积跬步，以致千里” ：

该基金长期以来采取稳健的均衡配置

策略，不断积累收益，长期以来业绩表

现突出。截至2014年10月10日，最近一

季度该基金A类和B类份额净值增长率

分别为5.03%和4.86%，在同期626只非

理财开放式债券型基金中排名第148

和158名；最近两年该基金A类和B类份

额 净 值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16.96% 和

15.93%，在同期283只非理财开放式债

券型基金中排名第54和63名；最近5年

该基金A类和B类份额净值增长率分别

为48.53%和45.42%，在同期124只非理

财开放式债券型基金中排名第1和5名。

将时间段拉长，从基金业绩排名很容易

看出， 该基金注重长期的稳健增值，也

是不断积累小收益理念的体现。

固定收益团队实力强： 长期稳健

的业绩得益于易方达固定收益投资体

系追求的稳健的投资理念， 同时与实

力强大的固定收益团队分不开。 自

2007年组建固定收益投资团队以来，

至2010年已完成了从人才配备、 完整

投研平台建立，到投资、研究、交易的

业绩评估体系的建设。 由马骏带领的

固定收益团队近年来为投资者赢得了

丰厚的回报。 截至2014年10月10日，

旗下非理财开放式债券型基金最近5年

加权平均净值增长率为46.61%， 位于

2014年年中资产规模超过200亿元的

基金公司之首。

投资建议：易方达增强回报属于债

券型基金， 为中低风险的基金品种，适

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并期望获得稳定

增值的投资者长期持有。 另外，该基金

也是构建稳健投资组合时平衡组合风

险的较佳选择。

（天相投顾胡俊英 石岩）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固收团队实力强大 追求长期稳健收益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招商分类 成立日期 最新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元）（

2014-10-10

） 今年收益（

%

）（

2014-10-10

） 基金经理 基金管理人 主要销售机构

519991

长信双利优选 混合型

2008-06-19 6.7 1.3590 27.9

谈洁颖 长信基金 农业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海通证券

270021

广发聚瑞 股票型

2009-06-16 43.1 1.7300 20.6

刘明月 广发基金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宁波银行、银河证券

470009

汇添富民营活力 股票型

2010-05-05 24.3 1.6610 34.9

朱晓亮 汇添富基金 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证券

260101

景顺长城优选股票 股票型

2003-10-24 32.2 1.5255 8.8

陈嘉平 景顺长城基金 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招商证券

景顺长城优选股票

景顺长城优选股票基金（

260101

）是景顺

长城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第一只开放式股票

型基金， 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

24

日， 最新规模

32.2

亿元，现任基金经理陈嘉平。

该基金属于灵活配置股票型基金， 投资

股票的比例为60%-95%，基金以基本面分析

和价值投资为主要理念，利用“景顺长城股

票数据库” 对股票进行精密和系统的分析，

构建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组合。

基金仓位配置稳定，定位清晰：该基金是

景顺长城“景系列” 基金中的股票基金，股票

仓位目标为70% -80% ， 债券仓位为20%

-30%，不同于同系列中另外一只混合型基金

和货币基金。 基金公司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一

系列风险收益特征清晰且有区分的投资工

具，便于投资者挑选配置。

历次季报显示， 该基金的股票仓位一直

维持在75%左右的水平。 近3年的数据显示，

该基金的风险指标优于同类基金平均水平。

历史业绩稳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实现

了的435%的回报。 过去3年， 该基金取得了

63.4%的正收益，在同期同类基金中排名位居

前10%，历史业绩表现出色，而同期沪深300

指数则下跌了3.5%。

优选成长，兼顾价值：在投资过程中，基

金经理表现出了较强的选股能力， 偏向于投

资那些具备高成长性的成长型股票， 以及价

值被市场低估的价值型股票。数据显示，该基

金的重仓股集中在医药、TMT、传媒、装饰、

园林、环保等板块，行业配置较为分散，前十

大重仓股占比维持在50%左右。 较强的选股

能力有助于该基金获得较高的业绩弹性。

基金经理投资经验丰富， 公司团队实力

强： 基金经理陈嘉平在台湾从事过投资研究

的工作，具备国际化视野。 自2012年1月份任

职以来， 实现回报高达81% ， 同类排名前

10%。 景顺长城基金公司多年来致力于权益

类投资，研究团队实力较强，有助于该基金取

得稳健收益。

长信双利优选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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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0

日，现任基金经理谈洁颖，截至

2014

年二季度末，管理规模为

6.7

亿元，成立以来

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为

87.1%

。

按照招商证券的基金分类方法， 长信双

利属于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即该基金对股

票等权益类资产的投资占基金净资产的比例

介于30-80％之间。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800

指数×60%+上证国债指数×40%。

历史业绩优秀，持续性高：长信双利是

我们持续推荐的基金，原因是该基金的长期

业绩优秀，并且持续性高。 过去3年，该基金

各年度的业绩排名在同类基金中均位居前

20%。截至10月10日，长信双利近3年的复权

单位净值增长率高达46.8%， 超越同类平均

水平79%， 在同期131只偏股混合型基金中

排名第三。 现任基金经理谈洁颖于2012年7

月上任，任期内取得了72.9%的正收益，同类

排名第五。

偏好成长消费，切合市场风格：从该基金

的重仓股来看， 基金经理偏好成长性较好的

消费类股票，医药、食品饮料和TMT是基金

择股重点行业。 由于现阶段我国正从依靠投

资拉动经济逐渐向依靠消费驱动经济转变，

同时居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大消费类股

票持续涌现出牛股， 基金经理风格符合当前

的市场风格。

择股思路清晰，持股集中度高：从重仓股

的持股集中度来看，基金持股集中度很高，各

季度前十大重仓股占股票投资比例接近或超

过70%，反映了基金经理的投资思路清晰，对

看好的个股敢于重仓持有。

基金经理投研经历丰富： 谈洁颖2004年

进入长信基金公司开始担任行业分析师工

作，有接近10年的股票投研经历，且仅管理长

信双利这一只基金。 在当前公募基金经理变

动频繁、“一拖N” 的背景下，谈洁颖能够专

注一家公司和一只基金， 为基金业绩的稳定

性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广发聚瑞

广发聚瑞股票型基金 （

270021

） 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16

日， 现任基金经理为刘明月，截

至

2014

年二季度末的管理规模为

43.1

亿元，

成立至今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为

74.9%

。

广发聚瑞属于灵活配置股票型基金，股

票配置比例介于60-95%之间，现金、债券、权

证等资产占基金净资产的5%-40%之间。 基

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80%+中

证全债指数×20%。

历史业绩优秀而稳健： 广发聚瑞基金的

历史业绩优秀而稳健，截至10月10日，其过

去3年的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达到65.7%，在

同类基金中排名位居前十分之一。此外，该基

金业绩持续性较强， 在基金经理刘明月的管

理下， 成立以来各年度的收益率排名均位居

同类基金前三分之一。 该基金仅在2011年录

得负收益，其余5年均获得了正收益。

基金风格灵活，善于把握市场主题：在投

资风格方面， 基金经理刘明月不囿于某种特

定的风格和行业， 而是善于捕捉当下较具优

势的投资主题， 这也是该基金业绩能够持续

领先的重要因素。例如，该基金在2012年重仓

了白酒和建筑装饰板块、2013年重仓了创业

板、2014年则重仓了中小盘股票，这些配置均

较好地把握了当年的主要投资热点。

持股长短结合，主次清晰：从组合持仓来

看，该基金的集中度较高，前十大重仓股占股

票投资比例一般超过50%。 对于看好的股票，

该基金的持仓会接近10%的仓位上限。

从持股周期来看， 对于部分持续看好的股

票，该基金的持股时间较长，例如对香雪制药、康

得新等个股的持股时间超过一年，而对其他一些

个股则仅重仓持有1-2个季度后即退出重仓。

基金经理在投研领域经验丰富： 刘明月

自2004年期进入证券行业，距今有超过10年

证券行业投研经历。 刘明月目前同时担任广

发新经济和广发聚优两只基金的基金经理，

这两只产品在其任期内回报在同类基金中均

排名前三分之一。

汇添富民营活力

汇添富民营基金（

470009

）是汇添富基金

公司旗下的一只股票型基金，成立于

2010

年

5

月

5

日，现任基金经理为朱晓亮，最新管理规

模为

24.3

亿元。

该基金属于灵活配置股票型基金，投资股

票的比例为60%-95%， 基金主要精选与中国

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优秀民营企业上市公司

股票进行投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民营企业

综合指数×80%+上证国债收益率×20%。

历年业绩优异而稳健：截至2014年10月

10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复权单位净值增长

率为99.5%，在同类基金中排名第二，远超同

期股票型基金13.7%的平均水平，而同期沪深

300指数下跌了18.3%。 该基金近3年复权单

位净值增长率达到109.8%， 超越沪深300指

数113个百分点。 此外，该基金2011年-2014

年各年度的业绩排名均位居同类基金前四分

之一，业绩稳定性突出。

行业分散，个股集中：该基金的投资组合

显示出较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投资特征。 基

金配置的股票所属行业较为分散， 既包括传

媒、 医药等新兴消费股， 也包括市场热点的

TMT、军工等板块。 在个股的配置上，该基金

具备一定的集中度， 长期看好的个股配置达

8%以上，使得整体组合在维持中等仓位的同

时具备较强的业绩弹性。

偏重成长，消费见长：基金经理朱晓亮是

消费行业研究员出身， 基金组合配置也体现

了其主要研究范围。个股选择方面，基金经理

偏重于对成长股的配置， 组合中有较多创业

板个股， 精选的高成长个股有力的提升了该

基金的业绩。

现任基金经理研究功底扎实，任期内表现

出色：朱晓亮拥有7年证券从业经验，在管理汇

添富消费行业基金期间表现出色。 虽然接管汇

添富民营活力基金仅半年时间，但很好地完成

了过渡， 并取得了优秀的业绩， 实现回报

24.1%，在同期股票型基金中排名前15%，表现

出良好的适应能力和较高的投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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