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政策孕育变革 未来收益可期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胡俊英 余永键

推荐理由：融通医疗保健基金主要投资于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在合理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获取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力争实现超越业绩基准的长期收益。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色的仓位

控制及选股能力，融通医疗保健基金被评为“2013年度股票型金牛基金” 。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是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第4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 2012年7月，截至 2014年三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30 .05亿元，份额为 25 .71亿

份。

历史业绩：设立以来业绩良好，今年业绩波动较大。 截至2014年 12月11日，该基金设立以来净值上涨54 .68%，超越同期上证指数17 .06个百分点；2013年净值上涨 45 .08%，超越同期上证 指数 51 .83

个百分点；该基金今年以来业绩增长 3 .61%。

投资风格：行业政策孕育变革，估值溢价下降现买点。 融通医疗保健设立以来股票仓位水平逐步提升，建仓初期仓位只有36 .70%，今年三季报披露仓位90 .37%，表明基金经理在国内老龄化和消

费升级刚需的背景下看好医疗行业的稳健增长。 我国慢性病及老龄化人口基数庞大且不断增长，同时医保覆盖面扩大、医保支付水平提高以及城乡医保逐步统一都带动医药消费和诊疗的刚性需

求旺盛增长，这保证了医药行业刚性需求的基本面不变。 未来国企改革有望出现由点及面的机会，我国制药企业、医疗器械企业相比于发达国家，行业明显处于小、散、乱阶段，近年来，随着国家药

品GMP� 标准升级，医疗行业壁垒正在不断提升，围绕国资（央企、校办企业）整合将增多 ，预计并购重组行情仍然活跃。 此外，当前医药板块整体相对大盘的估值溢价率在最近大盘强势上 涨后迅

速回落 ，已经处于2013年年初水平，估值溢价风险得到了较大释放，买入时机比较合适 。基金经理蒋秀蕾，2006年8月起，先后担任朗生医药（深圳）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招商证券研发中心研究员 、嘉

联融丰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2009年 2月加入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基金设立初期一直管理该基金，产品年化收益为21 .26%，投资管理能力较为出色。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融通医疗保健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的积极品种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 ，并期望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 ，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请谨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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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震荡调整 维持均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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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下旬以来，在券商、银行等权重股带动下，沪深股市不断飙升，两市成交

额不断刷新纪录。 不过，经过持续逼空后，近期随着金融股进入震荡期，指数呈现

持续震荡的状态，市场情绪逐渐趋于稳定。 基金投资策略方面，在短期市场风格

多变的情况下，建议投资者维持均衡的配置比例，中长期投资者应当开始积极关

注市场的变化，不要盲目介入前期涨幅过高的主题性品种。 本文推荐的四只基金

均较为契合当前市场特征，供投资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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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医疗保健基金主

要投资于医疗保健行业股

票， 在合理控制投资风险

的基础上， 获取基金资产

的长期增值， 力争实现超

越业绩基准的长期收益。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

色的仓位控制及选股能

力， 融通医疗保健基金被

评为 “

2013

年度股票型金

牛基金”。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是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第4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

于2012年7月，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

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30.05亿元，份额

为25.71亿份。

历史业绩：设立以来业绩良好，今

年业绩波动较大。 截至2014年12月11

日 ， 该 基 金 设 立 以 来 净 值 上 涨

54.68%，超越同期上证指数17.06个百

分点；2013年净值上涨45.08%， 超越

同期上证指数51.83个百分点；该基金

今年以来业绩增长3.61%。

投资风格：行业政策孕育变革，估

值溢价下降现买点。 融通医疗保健设

立以来股票仓位水平逐步提升， 建仓

初期仓位只有36.70%，今年三季报披

露仓位90.37%，表明基金经理在国内

老龄化和消费升级刚需的背景下看好

医疗行业的稳健增长。 我国慢性病及

老龄化人口基数庞大且不断增长，同

时医保覆盖面扩大、 医保支付水平提

高以及城乡医保逐步统一都带动医药

消费和诊疗的刚性需求旺盛增长，这

保证了医药行业刚性需求的基本面不

变。 未来国企改革有望出现由点及面

的机会，我国制药企业、医疗器械企业

相比于发达国家， 行业明显处于小、

散、 乱阶段， 近年来， 随着国家药品

GMP� 标准升级， 医疗行业壁垒正在

不断提升，围绕国资（央企、校办企

业）整合将增多，预计并购重组行情

仍然活跃。此外，当前医药板块整体相

对大盘的估值溢价率在最近大盘强势

上涨后迅速回落， 已经处于2013年年

初水平， 估值溢价风险得到了较大释

放，买入时机比较合适。基金经理蒋秀

蕾，2006年8月起，先后担任朗生医药

（深圳）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招商证券

研发中心研究员、 嘉联融丰投资有限

公司投资经理。 2009年2月加入融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基金设立初期

一直管理该基金， 产品年化收益为

21.26%，投资管理能力较为出色。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融通医疗

保健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的积极品

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并期望获

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 风险承受能力

较低的投资者请谨慎投资。

（天相投顾 胡俊英 余永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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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银主题优选

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交银主题优选”）属于混合

型基金，设立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该基金力图通

过前瞻性的主题优选，积极把握行业和个股投

资机会，在控制风险并保持资产良好流动性的

前提下，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交银主题优选是管理人交银施罗德基金

旗下首只主题型基金， 今年以来业绩表现较

为突出，取得44.36%的收益，排名在同类可

比157只股基中第9位。 交银主题优选基金坚

持价值投资理念， 通过优选主题配置和挖掘

预期具有良好增长前景的优势行业相结合的

方式，精选个股，不断提升产品业绩。

今年业绩表现抢眼：从各区间表现看，交

银主题优选今年以来表现突出， 累计取得

44.36%的收益； 最近一年收益率为44.17%；

最近半年收益率为47.19%；最近三个月该基

金净值上涨43.81%， 在同类可比166只混合

型基金中居于首位。

自上而下发掘主题，定性定量优选个股：

基金及时把握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主题投

资机会，自上而下进行主题发掘。同时采用多

因素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和预测方

法， 挑选出预期具有良好增长前景的优势行

业，把握行业景气轮换带来的投资机会。今年

三季度股票市场呈现全面上涨的走势， 交银

主题优选股票仓位大幅提升23.22个百分点

至79.64%， 三季报披露的前十大重仓股中近

三个月8涨2跌，5只重仓股涨幅超50%。其中，

东吴证券、海通证券涨幅更是高达100.54%、

90.92%。

管理人成立以来稳步发展， 基金经理

投研经验较为丰富： 管理人交银施罗德基

金自成立以来稳步发展，产品线不断完善。

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 共管理公募资产

424 . 1亿元，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基金经理

李永兴2006年7月加入交银施罗德，2012年

3月20日起担任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基金

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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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下旬以来，在券商、银行等权重股带动下，沪深股市不断飙升，两市成交额不断刷新纪录。 不过，经过持续逼空后，近期随着金融股进入震荡期，指数呈现持续震荡的状态，市场情绪逐渐趋于稳定。 基金

投资策略方面，在短期市场风格多变的情况下，建议投资者维持均衡的配置比例 ，中长期投资者应当开始积极关注市场的变化，不要盲目介入前期涨幅过高的主题性品种。 本文推荐的四只基金均较为 契合当

前市场特征，供投资者参考。

宝盈核心优势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宝盈核心优势”）属于混合型

基金。 该基金在基于各行业配置相对均衡的基

础上， 对于景气度提高的行业给予适当倾斜，

努力控制投资组合的市场适应性，在严格控制

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保持基金资产持续增值。

宝盈核心优势自成立以来已取得122.97%

的收益， 显著高于同类65.07%的平均水平，各

区间业绩均有突出表现。 从基金运作来看，该

基金关注新经济主题和传统产业转型主题，兼

顾低估值、高分红率、流动性好的蓝筹股。 基金

经理张小仁具有丰富的基金管理经验，历史管

理业绩领先同业。

业绩显著领先同业，多区间业绩居首：宝

盈核心优势自成立以来已取得122.97%的收

益，显著高于同类65.07%的平均水平。 有多

个统计区间业绩均表现优异，今年以来、最近

一年、最近2年、最近3年分别取得了69.48%、

73.93%、195.95%和154.15%， 业绩表现均居

同类可比混合型基金首位；从更长期来看，宝

盈核心优势最近5年取得了82.88%的收益。

价值与成长兼顾，两端投资构建组合：宝

盈核心优势在构建投资组合时， 强调两端投

资，价值与成长性能平衡，兼顾价值与成长型

股票， 以均衡资产混合策略建立动力资产组

合，努力克服单一风格投资所带来的局限性，

便于较好控制组合市场适应性， 一定程度上

能够排除对景气误判概率， 以求多空环境中

都能创造主动管理回报。

基金经理投资风格稳健，任职回报持续显

著领先同业： 基金经理张小仁2007年7月加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部核心研究

员、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基金经理助理、宝盈

中证100基金经理，现任宝盈鸿利收益、宝盈核

心优势基金经理。 其中，担任宝盈鸿利收益基

金经理期间取得49.94%的任职回报，年化回报

54.68%，在同类可比21只基金中居首；自2014

年9月掌管宝盈核心优势以来， 已取得了

22.94%（A类）、22.7%（C类）的任职回报。

南方成份精选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

简称“南方成份精选”）属于股票型基金，设立于

2007

年

5

月

14

日，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和上市公

司基本面的深入研究， 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

方法，精选成份股，寻找驱动力型的优秀企业，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获取超额收益。

南方成份精选自成立以来， 业绩长期保

持稳定，今年以来（截至2014年12月11日，下

同）业绩表现尤为突出，取得44%的收益，排

名在同类可比365只股基中列第30位。该基金

在对低估值优质蓝筹股重点配置的基础上，

对转型期内新兴行业进行跟踪及重点布局，

以求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

长期业绩稳定，今年尤为突出：南方成份

精选自成立以来，业绩长期保持稳定。 最近5

年取得17.38%的收益， 高于同期普通股票型

基金和沪深300的收益水平。该基金今年以来

业绩表现较为突出，收益率为44.00%，最近1

年收益率为37.67%。

聚焦蓝筹兼顾成长，切实把握投资热点：

该基金属大盘价值风格， 主要配置低估值优

质蓝筹股， 重点关注国企改革相关标的以及

显示出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此外，在经济

转型期，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电子科技等新

兴行业存在大量机会， 该基金对这些产业的

优质标的同样进行了持续跟踪和积极布局。

南方成份精选三季报披露的前十大重仓股中

近三个月全部上涨，7只重仓股涨幅超30%。

其中， 北京城建、 中国建筑涨幅更是高达

98.03%、59.59%。 重仓股的优异表现强有力

的支撑了该基金的业绩。

基金经理为管理人投资部执行总监，投

研经验丰富：基金经理陈键2000年加入南方

基金，现担任南方成份精选和南方安心保本

基金基金经理。 陈键坚持价值投资理念，银

行、 地产等低估值蓝筹是其主要的配置。

2011年股票市场表现不佳的环境下，陈键管

理的南方成份精选较沪深300仍获得了8%

的超额收益。

博时主题行业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

称“博时主题行业”）属于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

立于

2005

年

1

月

6

日，该基金秉承价值投资理念，

通过分享中国城市化、 工业化及消费升级进程

中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高速成长， 谋求基金资产

的长期稳定增长，各区间业绩均稳定居前。

博 时 主 题 行 业 自 成 立 以 来 已 取 得

649.55%的收益，显著高于同类平均水平。 该

基金大盘价值股占据重仓股较大比重， 换手

率及重仓股调整频率均远低于同业水平。 基

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管理博时主题行业以

来取得 176.86% 的任职回报， 年化回报

14.04%，在同类可比74只基金中高居第2位。

各统计区间业绩稳定居前：博时主题行

业自成立以来已取得649.55%的收益， 显著

高于同类475.55%的平均水平， 各区间业绩

均稳定居前。 今年以来表现突出，收益率为

42.41% ， 在同类可比365只基金中列第35

位 ；1 年 收 益 率 为 38.70% ；3 年 收 益 为

70 .03%，同类可比286只股基中列第39位；5

年收益为41.12%，在同类可比178只基金中

列第22位。

坚持价值投资理念： 博时主题行业为

大盘平衡风格基金， 该基金秉承价值投资

理念， 大盘价值股占据重仓股较大比重，换

手率及重仓股调整频率均远低于同业水平。

在配置标的的选择上，博时主题行业针对当

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城市化、工业化和消费升

级的阶段性特征，选择其中成长相对持续的

消费品行业、 需求相对稳定的基础设施行

业及业务具有一定程度垄断性的原材料行

业，再根据不同的经济和产业环境，动态调

整三大行业中子行业的配置比例。

基金经理任职回报高居同业前列：基

金经理邓晓峰 2005年 4月加入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博时主题行业基金经

理以来取得176 . 86%的任职回报，年化回

报14 . 04% ， 在同类可比74只基金中高居

第2位。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2014

年三季度末规模

（亿元）

单位净值

(2014.12.11)

最近三个月业绩

(2014.12.11)%

最近一年业绩

(2014.12.11))%

最近三年业绩

(2014.12.11)%

主要销售机构

202005

南方成份精选 股票型

2007-05-14

陈键 南方基金

79.51 1.2057 30.50 37.67 49.15

工商银行

,

建设银行

,

农业银行

,

兴业证券

,

广发证券

160505

博时主题行业 股票型

2005-01-06

邓晓峰 博时基金

107.84 2.4270 22.21 38.70 70.03

长江证券

,

长城证券

,

广发证券

,

兴业证券

,

银河证券

213006

宝盈核心优势

A

混合型

2009-03-17

张小仁 宝盈基金

40.60 1.4147 25.05 73.93 154.15

中国银行

,

交通银行

,

安信证券

,

中信证券

,

海通证券

519700

交银主题优选 混合型

2010-06-30

李永兴 交银施罗德基金

5.11 1.1260 43.44 44.17 33.73

建设银行

,

农业银行

,

交通银行

,

光大证券

,

海通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