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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荐

□海通证券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单开佳

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金牛基金追踪

推

荐

理

由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基

金通过分享消费品各相关行

业的稳步成长，为基金持有人

谋求长期稳定回报。 凭借良好

的既往业绩、出色的风险控制

能力，该基金被评为“

2013

年

度混合型金牛基金”。

新华优选分红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 汇添富美丽30 富国国企改革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追随消费主题 注重风险控制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混合型基

金设立于2003年7月15日， 是华宝兴

业宝康系列伞形基金中的一只。 截至

2014年四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

为14.7亿元，份额为8.62亿份。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优异，震荡

及熊市中优势明显。 截至2015年2月

6日， 该基金设立以来净值上涨

581.66%，超越同期上证指数480.02

个百分点 ； 最近三年净值上涨

58.46%，位列同期175只可比混合型

基金（不含保本，下同）第50位；此

外，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在震荡及

熊市中较为注重风险控制， 该基金

在2008年、2011年和2013年绝对净

值收益均在同业排名前25%。今年以

来A股市场震荡较为剧烈，该基金也

取得了不错收益，净值上涨12.18%，

位列同期354只可比混合型基金第

21位。

投资风格：追随消费主题，注重

风险控制。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基

金的产品设计更为注重行业和个股

的配置， 在大类资产配置上相对稳

健。该基金规定股票仓位水平变动幅

度为50%-75%，实际操作中，该基

金仓位基本维持在70%左右的水平，

在市场震荡或下跌环境下，较低的仓

位水平给基金带来了一定的安全边

际。 行业配置上，该基金规定投资于

消费品类股票的比例不低于股票资

产的80%，属于行业主题基金。 该基

金所涉及的消费行业范畴较为宽泛，

食品、医药、批发零售、信息技术等

传统的消费类行业和机械、 金融、环

保、文化传媒广义概念的消费类行业

均有涉及。 2014年四季度以来该基

金主要投资于代表新经济方向的传

媒、计算机、新能源汽车，以及需求

相对稳定的医药、 食品饮料等行业，

也适度参与市场热点的非银行金融、

地产等板块，行业调整效果较好。 重

仓股方面，该基金偏好优质消费类股

票，近期披露的四季报显示，该基金

持续重仓的腾邦国际、 省广股份、迪

安诊断等今年以来表现出强劲的上

涨势头。 基金经理胡戈游，自2011年

2月管理该基金以来， 年化收益

7.13%，位于同期可比21位基金经理

第2位。

投资建议：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

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中的积极配置

品种，属于中高风险基金，适合有一

定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并期望获得较

高收益的投资者投资。

（天相投资 胡俊英）

新华优选分红成立于

2005

年

9

月

16

日，系灵活混合型产品。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规模约为

30.26

亿元。凭借稳

定较优的业绩表现， 基金在最新一期

海通基金评级中获得五星级评级。 注

重业绩增长的确定性，换手率较低。

长中短期业绩均十分出色：2006

年曹名长担任基金经理，截至2015年1

月30日，最近1年、3年、5年业绩分为为

65.82%、96.73%和78.17%， 整体保持

在同业前10%水平内。

坚持价值风格， 注重业绩增长的

确定性：在个股选择方面，基金经理更

偏向于具备持续的盈利能力， 整体上

还是买估值低， 且估值未来不会下台

阶的上市公司股票， 出于对业绩增长

的确定性考虑， 整体上投资偏向于公

司成长的中后期。

择时操作较少， 多数时间保持满

仓操作： 新华优选分红属于灵活混合

型基金，基金经理很少择时，大多数时

间股票持仓都在85%以上， 管理期间

仅有的一次大比例调仓出现在2008

年， 基金持仓在三季度末达到50%以

下，在2008年底又调高到70%以上，这

次择时操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相对理性的市场环境中表现更

佳： 投资过程中， 注重在股票市值大

小、行业配置上相对均衡，以免受到市

场偏好、波动的影响。 结合基金经理操

作偏好看， 基金在相对理性的市场环

境中表现更佳。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浦银价值成长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16

日，主要投资被市场低估的具有价值属

性或可预期的具有持续成长属性的股

票，最新规模

27.67

亿元，为股票型基金，

擅长自下而上选股，行业配置集中度较

高，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高投资者。

业绩良好， 超过同业平均水平：基

金成立以来表现出较好的获益能力，成

立以来净值涨幅超过111%。 2015年以

来基金业绩上涨7.69%， 超过同类型均

值2.14%，继续表现出较好的获益能力

能力。 另外，基金各阶段风险调整后收

益也均处于同类型中等偏上的水平。

随市灵活调整， 行业轮换明显：新

华行业轮换基金持仓结构调整较为明

显，2014年四季度市场大幅上涨， 但市

场风格完全发生变化， 金融、 建筑、地

产、有色、煤炭等行业的低估值大市值

蓝筹涨幅较大，而前两年一直上涨的小

盘股、绩差股表现差强人意。 新华行业

轮换基金低位持有较多的券商、地产等

品种涨幅较好，对净值贡献大。

等待新的推动力，精选优质成长

股：基金经理桂跃强拥有丰富的行业

研究经验，2007年加入新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历任化工、有色、轻工、建

材等行业分析师。 自2014年7月管理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基金至今已取得

了超过43%的回报率。 对于今年一季

度的投资，基金认为市场还需整理等

待新的推动因素，将会侧重对个股的

精选。

汇添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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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设立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通过精选个股和集中投资谋求

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健增值。该基金为股

票型基金， 属于高风险高收益品种，适

合风险承受能力较高投资者，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最新规模

30.75

亿元。

基金经理历史业绩出色: 王栩从

2010年2月接管该基金， 管理2只基金

均位居同业前1/4。 分年度看，除2011

年业绩排名相对落后外，2012年、2013

年排名前1/3，2014年排名前1/2，业绩

持续性较强。

择时操作，行业配置“新旧两头兼

顾” ：在比较明显的牛熊周期时，基金经

理有一定的择时操作， 如在2011年减

仓，以及2014年上半年一直保持中等持

仓， 在三季度提高到90%， 踩准市场节

奏。行业配置上，一方面在与经济结构转

型相关的“新”行业里优选有持续竞争

力的企业，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旧行

业”里选择优质公司做逆向投资。

股票投资偏成长风格： 关注公司

行业背景与管理层治理结构两个方

面。 既看行业是否具有足够的持续竞

争优势和成长性， 也关注行业是否存

在并购整合的可能。 公司治理结构上，

优质企业需要有一个进取心强烈的管

理团队， 而且这个团队必须对企业有

很强的控制能力， 对行业发展前景以

及公司在行业中的位置有着十分清晰

的判断，具备这个条件的企业，投资成

功的概率显然更高。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

基金是富国基金旗下一只股票型分级

基金。 基金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17

日，被

动跟踪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基金规模为

63.73

亿

元。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投资者。

投资方向符合未来改革趋势，标

的指数填补空白： 基金投资标的为市

场上有国企改革概念的股票， 在推进

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填补了该主题投

资的空白， 给予投资者一个以指数投

资国企改革主题的契机。

管理费率较低， 产品设计顺应主

流：基金管理费率为1%，位于同类中低

水平。 分级基金产品，国企改革A在约

定条件满足的前提下每年可以获得约

定收益，剩余风险和收益由国企改革B

获取或承担，采用永续型运作模式使得

杠杆终身保有，开放式应对日常流动性

需求，配对转换机制抑制整体折溢价。

投资标的具备稀缺性且有杠杆：

稳健份额的约定收益超出定期存款

3%，利息周年兑现。 基金A份额当前实

际约定收益为年化5.75%，在目前所有

股票型分级基金中处于中等水平。 激

进份额默认2倍杠杆率，未来可能发生

溢价。 基金A份额与B份额的比例始终

保持在1比1的状态， 默认杠杆率为2

倍。 由于投资标的具备稀缺性且有杠

杆， 在国企改革相关成为市场热点时

激进份额可能会受到投资者追捧，进

而产生溢价。

均衡配置基金 谨慎应对震荡

表格

2月市场走势预期不及年初乐观，除了货币政策，春节叠加IPO对资金面均有压制，

市场或呈现震荡走势。 影响市场的关键因素依然在于资金面，长期宽松趋势不改。 市场

风格有所转变，蓝筹相对于成长的价值优势确有收窄，未来价值和成长可能交相辉映。

基于对市场较大概率震荡的判断，建议基金投资谨慎为上，产品选择上多关注历史回撤

较小、注重安全边际的产品。而在风格配置上，建议投资者相对均衡，核心配置均衡灵活

型的产品，卫星配置思路是两头兼顾，价值和成长风格产品都进行配置。

基金名称 海通分 类 成立日期 基金经 理 基金公司

2014

年

4

季度末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元）

(2015.1.31)

近

3

个月的净值增长率

（

%

）

近

1

年的净值增长率

（

%

）

近

3

年的净值增长率

（

%

）

主要销售机构

新华优选分红 主动股票型

2005-09-16

曹名长 新华

30.26 1.005 26.41 65.82 96.73

浦发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中国银行

浦银价值成长 主动股票型

2008-04-16

蒋建伟 浦银安盛

27.67 1.606 20.08 56.97 141.19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

汇添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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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股票型

2013-06-25

王栩 汇添富

30.75 1.613 16.29 41.49 -

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

富国国企改革 主动股票型

2014-12-17

章椹元 富国

63.73 1.009 - - -

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追随消费主题 注重风险控制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胡俊英

推荐理由：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基金通过分享消费品各相关行业的稳步成长，为基金持有人谋求长期稳定回报 。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色的风险控制能力，该基金被评为“2013年度混合型金牛基金 ” 。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混合型基金设立于 2003年7月15日，是华宝兴业宝康系列伞形基金中的一只。 截至2014年四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14.7亿元，份额为8.62亿份。

历史业绩 ：长期业绩优异，震荡及熊市中优势明显。 截至2015年 2月6日，该基金设立以来净值上涨581.66%，超越同期上证指数480.02个百分点；最近三年净值上涨 58.46%，位列同期175只可比混合型基金（不含保本，下同）第50位；此外，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在震荡及熊市中较为注重风险控制，该基金在2008年、2011年和 2013年绝对净值收益均在同业排名前25%。 今年以来A股市场震荡较为剧烈，该基金也取得了不错收益，净值上涨 12.18%，位列同期354只可比混合型基金第 21位。

投资风格：追随消费主题，注重风险控制。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基金的产品设计更为注重行业和个股的配置，在大类资产配置上相对稳健。 该基金规定股票仓位水平变动幅度为50%-75%，实际操作中，该基金仓位基本维持在70%左右的水平，在市场震荡或下跌环境下，较低的仓位水平给基金带来了一定的安全边际。 行业配置上，该基金规定投资于消费品类股票的比例不低于股票资产的80%，属于行业主题基金。 该基金所涉及的消费行业范畴较为宽泛，食品、医药、批发零售、信息技术等传统的消费类行业和机械、金融、环保、文化传媒广义概念的消费类行业均有涉及。 2014年四季度以来该基金主要投资于代表新经

济方向的传媒、计算机、新能源汽车，以及需求相对稳定的医药、食品饮料等行业，也适度参与市场热点的非银行金融、地产等板块，行业调整效果较好。 重仓股方面，该基金偏好优质消费类股票，近期披露的四季报显示，该基金持续重仓的腾邦国际、省广股份、迪安诊断等今年以来表现出强劲的上涨势头 。 基金经理胡戈游，自2011年 2月管理该基金以来，年化收益7.13%，位于同期可比21位基金经理第2位。

投资建议：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中的积极配置品种 ，属于中高风险基金，适合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并期望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投资。

新华优选分红

新华优选分红成立于2005年 9月16日，系灵活混合型产品。 截至2014年 12月31日，规模约为30.26亿元。 凭借稳定较优的业绩表现，基金在最新一期海通基金评级中获得五星级评级 。 注重业绩增长的确定性 ，换手率较低。

长中短期业绩均十分出色：2006年曹名长担任基金经理，截至 2015年1月30日，最近1年、3年、5年业绩分为为65.82%、96.73%和 78.17%，位居同类基金第4/108、第6/72和第6/58名，整体保持在同业前 10%水平内 。 分年度来看，除了 2008年大跌，以及2010年、2013年成长风格市场里稍显落后之外，其它年份基金的业绩均在同业 排名靠

前。 2014年基金净值增长57.51%，位居同类第 6/108。

坚持价值风格，注重业绩增长的确定性：在个股选择方面 ，基金经理更偏向于具备持续的盈利能力 ，整体上还是买估值低，且估值未来不会下台阶的上市公司股票，出于对业绩增长的确定性考虑 ，整体上投资偏向于公司成长的中后期。 换手率较低，偏好长期持有，对看好的个股会做一点波段 ，但是整体不多。

择时操作较少，多数时间保持满仓操作：新华优选分红属于灵活混合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是20%-90%，但是基金经理很少择时，大多数时间股票持仓都在 85%以上，管理期间仅有的一次大比例调仓出现在2008年，基金持仓在三季度末达到50%以下，在2008年底又调高到 70%以上，这次择时操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在相对理性的市场环境中表现更佳：投资过程中，注重在股票市值大小、行业配置上相对均衡，以免受到市场偏好 、波动的影响。 结合基金经理操作偏好看，基金在相对理性的市场环境中表现更佳 。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

浦银价值成长成立于2008年 4月16日，主要投资被市场低估的具有价值属性或可预期的具有持续成长属性的股票，最新规模27.67亿元，为股票型基金，擅长自下而上选股，行业配置集中度较高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高投资者 。

成立以来业绩出色，且业绩持续性较优：基金成立以来取得了不俗的业绩，长期业绩出色，近3年和近5年业绩排名分别为5/264和4/165。 现任基金经理蒋建伟自 2010年接管以来表现优秀，截至2015年1月底任职期间业绩为110.14%，位居同类产品 4/275。 从单年业绩看 ，该基金保持了较好的收益稳定性，自基金经理接管以来单

年业绩均能战胜同类，且排名逐年提升，2014年以49.43%的收益位居同类基金 28/353位。

成长风格突出，业绩弹性十足：根据海通风格箱的结果，该产品成长风格突出，在成长风格占优市场中能战胜99.22%的同类产品。 从涨跌风格箱和风险收益风格箱可以看出该基金业绩弹性十足 ，在上涨和震荡市场中能战胜80%以上同类基金，但基金本身的净值波动较大，提示投资者注意。

淡化大类资产配置，行业配置集中在信息软件：基金经理淡化择时 ，长期保持高于同类平均水平的仓位，与产品业绩弹性较好相对应。 当前行业配置上集中度较高 ，主要配置信息软件类股票，对行业参与时点偏左侧。

擅长自下而上选股，积极波段交易：基金经理选股视野较广，选股上关注公司所在行业发展方向、公司成长空间、公司净利润增速等，同时积极对个股进行波段操作增厚收益，如对上涨较多的股票及时了结收益。

汇添富美丽30

汇添富美丽30基金设立于 2013年6月25日，通过精选个股和集中投资谋求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健增值。 该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高风险高收益品种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高投资者 ，截至2014年12月 31日最新规模30.75亿元。

基金经理历史业绩出色 :王栩从2010年 2月接管该基金，管理2只基金均位居同业前1/4。 分年度看，除2011年业绩排名相对落后外，2012年、2013年排名前1/3，2014年排名前1/2，业绩持续性较强。 海通风格箱显示 ，基金经理在成长与平衡风格市场业绩相对较好 ，在价值风格市场业绩相对较弱 。

择时操作，行业配置“新旧两头兼顾 ” ：在比较明显的牛熊周期时，基金经理有一定的择时操作，如在2011年减仓，以及2014年上半年一直保持中等持仓，在三季度提高到 90%，踩准市场节奏 。 行业配置上，一方面在与经济结构转型相关的“新 ” 行业里优选有持续竞争力的企业，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旧行业” 里选择优质公司做逆向投资。

股票投资偏成长风格：关注公司行业背景与管理层治理结构两个方面。 既看行业是否具有足够的持续竞争优势和成长性 ，也关注行业是否存在并购整合的可能。 公司治理结构上，优质企业需要有一个进取心强烈的管理团队 ，而且这个团队必须对企业有很强的控制能力，对行业发展前景以及公司在行业中的位置有着十分清晰的判断 ，具备这个条件的企业，投资成功的概率显然更高。

富国国企改革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基金是富国基金旗下一只股票型分级基金。 基金成立于 2014年12月17日，被动跟踪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 截至 2014年12月31日，基金规模为63.73亿元。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投资者。

投资方向符合未来改革趋势，标的指数填补空白：基金投资标的为市场上有国企改革概念的股票，在国家号召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填补了该主题投资的空白，给予投资者一个以指数投资国企改革主题的契机。 2007年后，国企盈利能力有明显下滑 ，资本回报率显著落后于民营企业。 国资作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亟需通过改革再次焕发活力。 2014年 7月国务院公布六家央企作为四项改革试点，标志着国企改革大幕正式拉开。

管理费率较低，产品设计顺应主流：基金管理费率为1%，位于同类中低水平。 分级基金产品，国企改革A在约定条件满足的前提下每年可以获得约定收益，剩余风险和收益由国企改革B获取或承担，采用永续型运作模式使得杠杆终身保有，开放式应对日常流动性需求，配对转换机制抑制整体折溢价。

投资标的具备稀缺性且有杠杆：稳健份额的约定收益超出定期存款3%，利息周年兑现。 基金A份额的约定收益为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3.0%，其当前实际约定收益为年化5.75%，在目前所有股票型分级基金中处于中等水平。 激进份额默认2倍杠杆率，未来可能发生溢价 。 基金A份额与B份额的比例始终保持在1比 1的状态，默认杠杆率为2倍 。 由于投资标的具备稀缺性且有杠杆，在国企改革相关成为市场热点时激进份额可能会受到投资者追捧 ，进而产生 溢

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