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通转型三动力

掘金转型新动力行业

融通转型三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融通转型三动力基金” ）主要挖掘经济转型过程中高端装备制造业、医疗保健行业、信息产业等三个行业发展带来的投资机会 ,在合理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 ,获取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灵活配置，覆盖新动力行业：融通转型三动力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0-95%，其中投资于转型受益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医疗保健行业、信息产业三个行业的证券资产合计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较宽的操作空间使得基金经理在不同市场环境中，可以更好的考虑宏观、市场、估值等因素，灵活调整资产配置比例，发挥主动管理优势。

发展空间明确，市场表现领先：十二五规划中，政府明确指出要把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近年来与新经济相关的产业也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扶持，随着经济增长节奏适度放缓，政策调整、制度改革引导经济结构转型，在中长期转型和改革基调不变并逐步落地推进的过程中，新经济相关主题投资 机会

仍将丰富，政策推动加之良好的成长性。 与此同时相关政策也指向新经济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新经济相关上市公司近年在A股市场也表现出较高的活跃度，二级市场超额收益明显。

管理经验丰富，历史业绩突出：融通转型三动力基金拟任基金经理之一的张延闽具有行业研究背景经历 ，对先进制造业上下游均有深入研究，选股思路独特。 其自今年10月底管理基金通乾以来已经取得了超过25%的业绩，表现出色 。 同时，丁经纬也具有行业研究经验，自今年 8月管理融通动力先锋基金至今取得了超过40%的业绩回报。

投资建议 ：融通转型三动力基金要挖掘经济转型过程中高端装备制造业、医疗保健行业、信息产业等三个行业发展带来的投资机会。 作为灵活配置型基金，较宽的操作空间使得基金经理在不同市场环境中，可以更好的考虑宏观、市场、估值等因素，灵活调整资产配置比例，发挥主动管理优势。 与新经济相关上市公司近年在A股市场也表现出较高的活跃度，二级

市场超额收益明显。 融通转型三动力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均具有丰富的行业研究经验，历史管理业绩较好。

中银研究精选

选股优势有迹可循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简称“中银研究精选基金” ）依托基金管理人的研究平台和研究优势,精选符合国家政策、具有竞争优势和增长潜力、估值合理的上市公司股票构建投资组合,有效控制风险,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灵活配置，发挥主动投资优势：作为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中银研究精选基金的股票仓位为0-95%，为基金经理提供了较宽泛的操作空间。 从实际运作来看，灵活配置型基金在资产配置上表现出更为灵活且相对稳健的特征；从投资效果来看 ，灵活配置型基金实现了较好的业绩弹性，且在震荡市场环境中更具备优势。 此外 ，就中银基金管理

公司的风格来看 ，旗下混合型基金无论在资产配置上还是风险收益角度均具备更为稳健的特征 。

“自下而上” 精选个股策略：从最近几年的市场环境来看，基金自下而上的选股能力愈发重要，2014年以来基金通过选股获取超额收益的特点更加明显 。 结合国内市场情况，自下而上的选择策略或成为常态。 中银研究精选在投资策略的选择上契合市场环境，自下而上的精选个股策略有助于超额收益的获取。 目前市场上研究精选策略的基

金已经成立了六只，自2012年 10月底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研究精选策略基金累计超额收益20%左右 。

管理人投资经验丰富：作为研究精选基金，对管理人的研究实力以及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银基金公司目前已搭建了较为完善的研究平台 ，良好的研究制度、方法以及流程已经能够顺畅的服务于投资。 公司注重团队自主研究能力的增强，团队规模在业内具备优势，同时团队氛围融洽 、磨合程度较好，这也促进了研究

到投资获得更高的转换效率。 中银基金公司的研究平台优势为新基金的运作提供了支撑 。

投资建议 ：中银研究精选基金采用“自下而上” 精选个股策略，结合国内市场情况，我们认为坚持自下而上的选择策略或成为常态，契合中长期市场环境，目前已经成立的研究精选策略基金在最近两年多时间里也获得了不错的超额收益。 作为混合-灵活配置基金，中银研究精选基金具有较宽泛的操作空间，同时秉承管理人 在混合型 基金

一贯的投资风格，有望展现出稳健的特征 。

南方恒元保本三期

保本管理经验丰富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南方恒元保本基金” ） 遵循保本增值的投资理念，把债券投资的潜在收益与基金前期已实现收益作为后期投资的风险损失限额 ,按照恒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 (CPPI)的机制进行资产配置,以实现保本和增值。

采用CPPI策略，成功运作二期：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南方恒元保本 ” ） 采用恒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方法（ConstantProportion � Portfolio � Insurance，CPPI）来实现保本和增值的目标。 CPPI是国际通行的一种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它主要是通过数量分析，根据市场的波动来调整、修正风险资产的可放大倍数（风险乘数），以确保投资组合在一段时间

以后的价值不低于事先设定的某一目标价值，从而达到对投资组合保值增值的目的。

历史管理经验丰富：南方基金是业内最早开发保本基金的公司，逾 11年的运作经验打造了突出的品牌优势。 目前南方基金旗下有南方避险、南方恒元、南方保本、南方安心保本等多只保本基金，保本型基金管理规模居业内前列。 其中南方恒元保本一期、二期存续期内分别取得19 .37%、15 .18%的收益上涨。

市场环境有利后期操作：从目前国内投资环境来看，一方面，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调结构促改革为重心 ，预计在2015年围绕区域主题、改革为代表的主题投资机会仍将丰富，短期来看市场情绪仍然乐观。 另一方面 ，从短期债市走势来看，受股市火爆分流债市资金、债市去杠杠悲观预期、年关将近市场资金面常规性趋于紧张等不利因素

影响，债市短期将继续面临震荡调整，但中长期来看债券慢牛上涨的趋势仍可维持。

投资建议 ：南方恒元保本三期基金采用恒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方法实现保本和增值的目标。 南方基金是业内最早开发保本基金的公司，逾11年的运作经验打造了突出的品牌优势，南方恒元保本一期、二期存续期内分别取得19 .37%、15 .18%的收益上涨。 短期来看A股市场情绪仍然乐观，同时中长期债券慢牛上涨的趋势仍可维持，基金运作具备良好 的投资 环

境。

华夏沪港通恒生 ETF链接

投资港股 交易便捷

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简称“华夏沪港通恒生ETF联接” ）通过对目标ETF基金份额的投资,追求跟踪标的指数 ,获得与指数收益相似的回报。 基金主要投资于目标ETF基金份额、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

降低参与沪港通门槛：按规定，沪港通对于个人投资者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资产要求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而华夏沪港通恒生ETF基金及其联接基金打破高门槛，让普通投资者更方便地参与港股投资。华夏沪港通恒生ETF基金的认购门槛初定在1000元起，在二级市场交易时最低的门槛为100份 ，每份约 1元左右，将大幅降低投

资者享受沪港通投资机会的门槛 ，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沪港通投资渠道。

跟踪指数盈利能力强，历史悠久：华夏沪港通恒生ETF基金所跟踪的恒生指数是香港市场的旗舰指数 ，是最具影响力的股价指数。 恒生指数成份股有着非常优秀的盈利能力，通过与A股主流指数成份股对比可以发现，恒生指数成份股的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毛利率好于境内上市公司。 成份股有着显著的成长性。 目前恒生指数市

盈率仅为 10 .36倍，处于历史低位，具备显著的长期投资价值。

指数管理积累丰富经验 ：华夏基金是业内首只ETF基金管理人。 2012年公司推出境内首只跨境ETF基金，2013年推出境内首批行业 ETF基金，积累了丰富的ETF产品投资管理经验，为华夏沪港通恒生指数ETF基金的投资管理奠定基础。华夏基金指数型基金的管理规模超过 595亿元，是业内指数型基金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

之一。 目前旗下管理11只指数型产品 ，其中ETF基金9只，初步形成了覆盖多个类型行业指数的丰富的产品线。 拟任基金经理王路及张弘弢现任数量投资部管理人 ，具有丰富的被动化投资产品管理经验 。

投资建议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基金及其联接基金让普通投资者更方便地参与港股投资。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基金所跟踪的恒生指数是香港市场的旗舰指数，是最具影响力的股价指数 。 成分股有着显著的成长性。 目前恒生指数市盈率仅为 10 .36倍，处于历史低位 ，具备显著的长期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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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恒元保本三期

保本管理经验丰富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南方恒元保本基金”） 遵循保本增值的投资理

念， 把债券投资的潜在收益与基金前期已实现

收益作为后期投资的风险损失限额

,

按照恒定

比例投资组合保险

(CPPI)

的机制进行资产配置

,

以实现保本和增值。

采用CPPI策略，成功运作二期：南方恒元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南方恒元保

本 ” ） 采用恒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方法

（ConstantProportion� Portfolio � Insurance，

CPPI）来实现保本和增值的目标。CPPI是国际

通行的一种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它主要是通过

数量分析，根据市场的波动来调整、修正风险

资产的可放大倍数（风险乘数），以确保投资

组合在一段时间以后的价值不低于事先设定

的某一目标价值，从而达到对投资组合保值增

值的目的。

历史管理经验丰富： 南方基金是业内最早

开发保本基金的公司， 逾11年的运作经验打造

了突出的品牌优势。 目前南方基金旗下有南方

避险、南方恒元、南方保本、南方安心保本等多

只保本基金，保本型基金管理规模居业内前列。

其中南方恒元保本一期、 二期存续期内分别取

得19.37%、15.18%的收益上涨。

市场环境有利后期操作：从目前国内投资

环境来看，一方面，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调结构促改革为重心，

预计在2015年围绕区域主题、 改革为代表的

主题投资机会仍将丰富， 短期来看市场情绪

仍然乐观。 另一方面，从短期债市走势来看，

受股市火爆分流债市资金、 债市去杠杆悲观

预期、 年关将近市场资金面常规性趋于紧张

等不利因素影响， 债市短期将继续面临震荡

调整， 但中长期来看债券慢牛上涨的趋势仍

可维持。

投资建议：南方恒元保本三期基金采用恒

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方法实现保本和增值的

目标。 南方基金是业内最早开发保本基金的

公司， 逾11年的运作经验打造了突出的品牌

优势，南方恒元保本一期、二期存续期内分别

取得19. 37%、15. 18%的收益上涨。短期来看A

股市场情绪仍然乐观， 同时中长期债券慢牛

上涨的趋势仍可维持， 基金运作具备良好的

投资环境。

融通转型三动力

掘金转型新动力行业

融通转型三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简称“融通转型三动力基金”）主要挖

掘经济转型过程中高端装备制造业、医疗保健

行业、信息产业等三个行业发展带来的投资机

会

,

在合理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

,

获取基金资

产的长期增值。

灵活配置，覆盖新动力行业：融通转型三

动力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0-95%，其

中投资于转型受益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医疗保

健行业、信息产业三个行业的证券资产合计不

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较宽的操作空间

使得基金经理在不同市场环境中，可以更好地

考虑宏观、市场、估值等因素，灵活调整资产配

置比例，发挥主动管理优势。

发展空间明确，市场表现领先：十二五规划

中， 政府明确指出要把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成先

导性、支柱性产业，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

需的战略重点。 近年来与新经济相关的产业也

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扶持， 随着经济增长节奏适

度放缓， 政策调整、 制度改革引导经济结构转

型， 在中长期转型和改革基调不变并逐步落地

推进的过程中， 新经济相关主题投资机会仍将

丰富，政策推动加之良好的成长性。 与此同时相

关政策也指向新经济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与

新经济相关上市公司近年在A股市场也表现出

较高的活跃度，二级市场超额收益明显。

管理经验丰富，历史业绩突出：融通转型

三动力基金拟任基金经理之一的张延闽具有

行业研究背景经历，对先进制造业上下游均有

深入研究，选股思路独特。 其自今年10月底管

理基金通乾以来已经取得了超过25%的业绩，

表现出色。同时，丁经纬也具有行业研究经验，

自今年8月管理融通动力先锋基金至今取得了

超过40%的业绩回报。

投资建议： 融通转型三动力基金要挖掘经

济转型过程中高端装备制造业、 医疗保健行业、

信息产业等三个行业发展带来的投资机会。作为

灵活配置型基金，较宽的操作空间使得基金经理

在不同市场环境中，可以更好地考虑宏观、市场、

估值等因素，灵活调整资产配置比例，发挥主动

管理优势。与新经济相关上市公司近年在A股市

场也表现出较高的活跃度，二级市场超额收益明

显。融通转型三动力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均具有丰

富的行业研究经验，历史管理业绩较好。

中银研究精选

选股优势有迹可循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简称

“中银研究精选基金”） 依托基金管理人的研究

平台和研究优势

,

精选符合国家政策、具有竞争

优势和增长潜力、 估值合理的上市公司股票构

建投资组合

,

有效控制风险

,

力争实现基金资产

的长期稳定增值。

灵活配置，发挥主动投资优势：作为灵活配

置混合型基金， 中银研究精选基金的股票仓位

为0-95%， 为基金经理提供了较宽泛的操作空

间。从实际运作来看，灵活配置型基金在资产配

置上表现出更为灵活且相对稳健的特征； 从投

资效果来看， 灵活配置型基金实现了较好的业

绩弹性， 且在震荡市场环境中更具备优势。 此

外，就中银基金管理公司的风格来看，旗下混合

型基金无论在资产配置上还是风险收益角度均

具备更为稳健的特征。

“自下而上” 精选个股策略：从最近几年的

市场环境来看， 基金自下而上的选股能力愈发

重要，2014年以来基金通过选股获取超额收益

的特点更加明显。结合国内市场情况，自下而上

的选择策略或成为常态。 中银研究精选在投资

策略的选择上契合市场环境， 自下而上的精选

个股策略有助于超额收益的获取。 目前市场上

研究精选策略的基金已经成立了六只， 自2012

年10月底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 研究精选策略

基金累计超额收益20%左右。

管理人投资经验丰富：作为研究精选基金，

对管理人的研究实力以及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

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银基金公司目前已搭建

了较为完善的研究平台，良好的研究制度、方法

以及流程已经能够顺畅的服务于投资。 公司注

重团队自主研究能力的增强， 团队规模在业内

具备优势，同时团队氛围融洽、磨合程度较好，

这也促进了研究到投资获得更高的转换效率。

中银基金公司的研究平台优势为新基金的运作

提供了支撑。

投资建议：中银研究精选基金采用“自下而

上”精选个股策略，结合国内市场情况，我们认为

坚持自下而上的选择策略或成为常态，契合中长

期市场环境，目前已经成立的研究精选策略基金

在最近两年多时间里也获得了不错的超额收益。

作为混合-灵活配置基金， 中银研究精选基金具

有较宽泛的操作空间，同时秉承管理人在混合型

基金一贯的投资风格，有望展现出稳健的特征。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链接

投资港股 交易便捷

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

简称“华夏沪港通恒生

ETF

联

接”）通过对目标

ETF

基金份额的投资

,

追求跟踪

标的指数

,

获得与指数收益相似的回报。 基金主

要投资于目标

ETF

基金份额、 标的指数成份股、

备选成份股。

降低参与沪港通门槛：按规定，沪港通对于

个人投资者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资产要求不

低于人民币50万元， 而华夏沪港通恒生ETF基

金及其联接基金打破高门槛， 让普通投资者更

方便地参与港股投资。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基

金的认购门槛初定在1000元起， 在二级市场交

易时最低的门槛为100份，每份约1元左右，将大

幅降低投资者享受沪港通投资机会的门槛，为

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沪港通投资渠道。

跟踪指数盈利能力强，历史悠久：华夏沪港

通恒生ETF基金所跟踪的恒生指数是香港市场

的旗舰指数，是最具影响力的股价指数。 恒生指

数成份股有着非常优秀的盈利能力，通过与A股

主流指数成份股对比可以发现，恒生指数成份股

的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毛利率好于境内上市公

司。 成份股有着显著的成长性。 目前恒生指数市

盈率仅为10.36倍，处于历史低位，具备显著的长

期投资价值。

指数管理积累丰富经验： 华夏基金是业内

首只ETF基金管理人。 2012年公司推出境内首

只跨境ETF基金，2013年推出境内首批行业

ETF基金， 积累了丰富的ETF产品投资管理经

验， 为华夏沪港通恒生指数ETF基金的投资管

理奠定基础。 华夏基金指数型基金的管理规模

超过595亿元，是业内指数型基金资产管理规模

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 目前旗下管理11只指数

型产品，其中ETF基金9只，初步形成了覆盖多

个类型行业指数的丰富的产品线。 拟任基金经

理王路及张弘弢现任数量投资部管理人， 具有

丰富的被动化投资产品管理经验。

投资建议：华夏沪港通恒生ETF基金及其联接

基金让普通投资者更方便地参与港股投资。华夏沪

港通恒生ETF基金所跟踪的恒生指数是香港市场

的旗舰指数，是最具影响力的股价指数。 成分股有

着显著的成长性。 目前恒生指数市盈率仅为10.36

倍，处于历史低位，具备显著的长期投资价值。

责编：李菁菁 美编：苏 振

基金名称 市场代码 基金类型 基金经理

费率

风险定位

认购费率 申购费率 赎回费率 销售服务费 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

融通转型三动力 000717 混合型

张延闽

丁经纬

M＜100�万，1.2%

100�万≤M＜200�万，0.8%

200�万≤M＜500�万，0.3%

M≥500�万，1000元/笔

M＜100�万，1.5%

100�万≤M＜200�万，1%

200�万≤M＜500�万，0.5%

M≥500�万，1000元/笔

N<7天，1.5%，

7天≤N＜30天，0.75%

30天≤N＜365天，0.5%，

365天≤N＜730天,0.25%

N≥730天，0

- 1.5% 0.25% 中高风险

中银研究精选 000939 混合型 张发余

M＜100�万，1.2%

100�万≤M＜200�万，0.8%

200�万≤M＜500�万，0.5%

M≥500�万，1000元/笔

M＜100�万，1.5

100�万≤M＜200�万，1.2%

200�万≤M＜500�万，0.6%

M≥500�万，1000元/笔

N<7天，1.5%，

7天≤N＜30天，0.75%

30天≤N＜365天，0.5%，

365天≤N＜730天,0.25%

N≥730天，0

-

1.5% 0.25% 中高风险

南方恒元保本 202211 保本型 吴剑毅

M＜100�万，1�%

100�万≤M＜500�万，0.6%

500�万≤M＜1000�万，0.2%

M≥1000�万，1000元/笔

M＜100�万，1。 2�%

100�万≤M＜500�万，0.8%

500�万≤M＜1000�万，0.4%

M≥1000�万，1000元/笔

N<18个月，2%，

18月≤N＜36月，1%，

N≥36月，0

-. 1．3% 0.2% 中风险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链接 000948 QDII

王路

张弘弢

M＜50�万，1.�%

50�万≤M＜200�万，0.8%

200�万≤M＜500�万，0.5%

M≥500�万，1000元/笔

M＜50�万，1.2�%

50�万≤M＜200�万，0.9%

200�万≤M＜500�万，0.6%

M≥500�万，1000元/笔-

N@<年，0.5%，

N≥1年，0

- 0.5 0.1% 高风险

表格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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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12月18日，共有14只基金处于发行期或即

将进入发行期。 其中，包括1只债券型基金、2只股票型基金、

5只混合型基金、3只QDII型基金、2只指数型基金、1只保本

型基金。从近期基金募集情况来看，随着A股市场明显回暖、

赚钱效应显现， 权益类产品的募集总体上较固定收益类产

品活跃。 本文选出其中4只具有代表性或特色的新基金进行

客观比较，供投资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