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河主题：偏好新兴成长 业绩稳定居前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胡俊英 石岩

推荐理由：长期以来银河主题在行业和股票配置上以成长股为主，仓位随着成长股整体性的估值调整，通过主题投资策略和精选个股的配置获取了较高的收益。 凭借优异的业绩、出色的选股能力，银河主题基金被评为“2013年度股票型金牛基金” 。

银河主题策略是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第 6只开放式主动管理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2012年 9月，截至 2014年四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19 .28亿元，在同期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121名，份额为 7 .94亿份。

历史业绩：设立以来及各阶段业绩稳居同类型前列。 截至 2015年2月12日，自设立该基金净值上涨216 .60%，超越同期上证指数160个百分点，在同期333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不含指数型，下同）中排名第2位；2014年以来该基金净值上涨 64 .38%；今年以来，受益于信息技术行业的出色表现，该基金净值上涨30 .34%，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32个百分点，表现仍出色。

投资风格：高仓位操作，重配信息技术行业。 银河主题基金 2014年下半年以来仓位保持在93%以上，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从行业配置上来看，长期以来重配信息技术行业，对于其他行业的留存度相对较低，如相较 2014年三季度末制造业大幅较少，且文化教育、水利环境公共设施、采矿业四季度均未配置，而增加了信息技术、金融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 从重仓股来看，十大重仓股中前五大为创业板信息技术软件类个股，另外五只除探路者为创业板外 ，其他四只为中小板成长类，前十大重仓股今年以来表现较为突出，尤其是软件类个股。

基金经理管理能力突出。 该基金经理成胜 ，9年证券从业经历，现任银河基金旗下多只股票型基金经理，且业绩表现相对突出，截至2015年 2月12日，管理银河行业的年化收益率为21 .68%，在 175位管理同类型基金中排名第一位，同时任职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基金经理，管理以来的年化收益也较高。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经济改革的道路中，主题投资机会涌现，银河主题把握产业趋势，继续加强对行业和公司的研究和理解，采用主题投资策略和精选个股的投资策略，捕捉主题轮动，在当前市场蓝筹与成长起飞的市场中，投资价值较高。 从风险水平来看，银河主题基金属于高风险的基金品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强的投资者。

□民生证券 闻群 王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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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银河主题在行

业和股票配置上以成长股为

主，仓位随着成长股整体性的

估值调整，通过主题投资策略

和精选个股的配置获取了较

高的收益。 凭借优异的业绩、

出色的选股能力，银河主题基

金被评为“

2013

年度股票型金

牛基金”。

宝盈策略增长 银河行业优选 嘉实策略增长 汇添富蓝筹稳健

偏好新兴成长 业绩稳定居前

银河主题策略是银河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旗下第6只开放式主动管理

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2012年9

月，截至2014年四季度末，该基金的

资产规模为19.28亿元， 在同期积极

投资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121名，份

额为7.94亿份。

历史业绩： 设立以来及各阶段业

绩稳居同类型前列。截至2015年2月12

日， 自设立该基金净值上涨216.60%，

超越同期上证指数160个百分点，在同

期333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不含指数

型，下同）中排名第2位；2014年以来

该基金净值上涨64.38%；今年以来，受

益于信息技术行业的出色表现， 该基

金净值上涨30.34%， 超越同期上证指

数32个百分点，表现仍出色。

投资风格：高仓位操作，重配信息

技术行业。 银河主题基金2014年下半

年以来仓位保持在93%以上， 处于相

对较高的水平，从行业配置上来看，长

期以来重配信息技术行业， 对于其他

行业的留存度相对较低，如相较2014

年三季度末制造业大幅较少， 且文化

教育、水利环境公共设施、采矿业四季

度均未配置，而增加了信息技术、金融

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从重仓股来看，

十大重仓股中前五大为创业板信息技

术软件类个股， 另外五只除探路者为

创业板外，其他四只为中小板成长类，

前十大重仓股今年以来表现较为突

出，尤其是软件类个股。

基金经理管理能力突出。 该基金

经理成胜，9年证券从业经历，现任银

河基金旗下多只股票型基金经理，且

业绩表现相对突出， 截至2015年2月

12日，管理银河行业的年化收益率为

21.68%， 在175位管理同类型基金中

排名第一位，同时任职银河美丽优萃

股票基金经理，管理以来的年化收益

也较高。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在中国经

济结构转型、 经济改革的道路中，主

题投资机会涌现，银河主题把握产业

趋势，继续加强对行业和公司的研究

和理解，采用主题投资策略和精选个

股的投资策略，捕捉主题轮动，在当

前市场蓝筹与成长起飞的市场中，投

资价值较高。 从风险水平来看，银河

主题基金属于高风险的基金品种，适

合风险承受能力强的投资者。

（天相投资 胡俊英 石岩）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宝盈策略增长”）属于股

票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07

年

1

月

19

日， 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投资策略优选

股票， 分享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高速

增长的成果。

业绩领先同业： 宝盈策略增长自

2007年1月19日成立以来， 已取得

100.01%的收益， 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从各统计区间表现看， 该基金业绩均

稳居同业前列。

自下而上优选个股：宝盈策略增长

重点以个股投资价值判断为主，采取自

下而上的投资策略。 管理人判断2015

年虽然蓝筹股指数超越中小板和创业

板指数的概率较大，但市场更可能呈现

双分化 （蓝筹股和成长股都开始分

化）、双轮驱动（优质蓝筹和优质成长

齐飞）的格局。 该基金在优选蓝筹股的

同时，利用市场风向对成长股不利的局

面优化成长股组合。 从十大重仓股来

看，重仓股表现出色支撑基金业绩。

投资部总监亲自管理， 大幅提升

基金业绩： 基金经理彭敢历任大鹏证

券和银华基金分析师、 万联证券研究

部门业务负责人、 财富证券投资部副

总经理、 投资经理；2010年9月加入宝

盈基金，任投资部总监，曾担任基金鸿

阳、宝盈鸿利收益基金经理，现担任宝

盈资源优选、 宝盈新价值、 宝盈科技

30、 宝盈策略增长和宝盈睿丰创新基

金基金经理。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银河行业优选”）属于股

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

2009

年

4

月

24

日， 优选景气行业或预期景气行业中

的优势企业进行投资， 追求基金中长

期资本增值。

各统计区间业绩领先同业： 银河

行业优选各统计区间业绩均领先同

业，最近一季度、半年、两年、三年、五

年收益率均居同业前20%。

保持高仓位运作：银河行业优选仓

位稳定，较少进行大幅调整，仓位较同

类基金平均水平略高，对一些受益产业

政策和成长股坚定持有。虽然成长股质

量整体参差不齐，部分个股的业绩兑现

力度偏弱，股价主要靠预期支持，但在

转型的背景下，仍可选择出行业前景远

大且公司治理和运营能力优良的品种，

市值存在巨大空间，未来竞争优势突出

的龙头企业将凸显优势。

基金经理任职回报领先同业：银

河行业优选自成立以来共经历4位基

金经理，分别为王忠波、陈欣、成胜和

王海华， 平均每位基金经理管理时间

约为2年，更换基金经理前后其业绩持

续性较好。 现任基金经理成胜管理期

间年化任职回报为21.69%， 在同类

218只基金中排名第1位；王海华管理

期间年化任职回报为59.71%，在同类

361只基金中排名第7位。 两位基金经

理管理业绩排名均十分靠前， 为投资

者取得较好的收益。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嘉实策略增长”）属于混

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06

年

12

月

12

日， 嘉实策略增长通过有效的策略

组合， 为基金持有人创造较高的中长

期资产增值。

业绩持续领先， 新年势头正劲：嘉

实策略增长自2006年12月12日成立以

来，已取得136.19%的收益。 从各区间表

现看，该基金均有突出表现，年初至今已

取得20.84%的收益， 高居同类可比172

只基金中的第2位。

兼顾选股择时：从嘉实策略增长各

季度资产配置上看，该基金通常顺势而

为，在市场系统性下跌时降低股票仓位

以规避风险，市场向好时果断加仓博取

收益。 2014年四季报显示，该基金将组

合的权益比例提高到了上限，在行业配

置上，增加了非银、房地产行业的配置。

该基金重仓持有的十只个股近三个月

全部上涨，平均涨幅达61.29%。

双基金经理制保障产品业绩：嘉实

策略增长由丁杰人和刘美玲两位基金

经理共同管理，两位基金经理均具有多

年投研经验，管理业绩稳定居前。其中，

丁杰人2013年11月加入嘉实基金，现

担任嘉实策略增长基金经理。管理银河

竞争优势期间取得年化任职回报

22.08%； 管理嘉实策略增长以来年化

任职回报49.29%。刘美玲2004年6月加

入嘉实基金，担任嘉实策略增长基金经

理期间取得35.96%的年化任职回报。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汇添富蓝筹

稳健”）属于混合型基金，该基金设立

于

2008

年

7

月

8

日， 通过投资于价值相

对低估的蓝筹公司股票， 追求基金资

产的长期增值。

长期业绩稳定，今年尤为突出：统

计显示， 汇添富蓝筹稳健自成立以来

累计已取得115.18%的收益，为持有人

创造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特别是今年

以来，该基金取得17.11%的收益，高居

同类可比172只基金中第6位。

精选个股，重点配置：该基金为大

盘成长型基金， 优选价值相对低估的

蓝筹公司股票构建投资组合， 并辅以

严格的投资组合风险控制， 以获得长

期持续稳健的投资收益。 未来宏观经

济增速将继续放缓， 但尾部风险的担

忧在下降， 整个社会财富和资本的配

置结构在发生剧烈变化。 受益于此，行

业地位突出基本面良好的低估值蓝筹

板块仍存在较好投资机会。 该基金在

确定蓝筹公司普遍特征基础上， 发掘

具有良好成长性或具有价值回归潜力

的蓝筹公司股票进行投资布局。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基金经

理叶从飞2005年10月加入汇添富任交

易主管，现担任汇添富均衡增、汇添富

蓝筹稳健和汇添富环保行业基金经

理。另一位基金经理雷鸣2007年6月加

入汇添富基金，现任汇添富成长焦点、

任汇添富蓝筹稳健基金经理。

反弹不改谨慎预期 关注选股出色基金

表格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2014

年末规模

（亿元）

单位净值

(2015.2.11)

最近三个月业绩

(2015.2.11)%

最近一年业绩

(2015.2.11)%

最近三年业绩

(2015.2.11)%

主要销售机构

213003

宝盈策略增长 股票型基金

2007-01-19

彭敢 宝盈基金

49.15 1.3251 29.62 66.91 93.85

农业银行

,

建设银行

,

海通证券

,

国联证券

,

兴业证券

519670

银河行业优选 股票型基金

2009-04-24

成胜

,

王海华 银河基金

37.27 2.1560 32.88 38.20 171.49

中国银行

,

农业银行

,

民生银行

,

银河证券

,

安信证券

070011

嘉实策略增长 混合型基金

2006-12-12

丁杰人

,

刘美玲 嘉实基金

59.23 1.4810 31.93 32.04 72.00

工商银行

,

中国银行

,

招商银行

,

兴业银行

,

银河证券

519066

汇添富蓝筹稳健 混合型基金

2008-07-08

叶从飞

,

雷鸣 汇添富基金

1.83 1.5740 26.83 26.53 55.36

工商银行

,

农业银行

,

交通银行

,

招商银行

,

东方证券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强势反弹，不过成交额依然维持低迷，显示投资者短期谨慎情

绪较浓。在券商两融业务整顿的背景下，沪深股市近期持续进入调整状态。落实到基金

具体的投资策略方面，年前市场虽迎反弹但建议投资者稳健操作，不要盲目追涨杀跌

超配高风险激进型品种。 中长期投资者应继续积极关注市场的变化，选股能力出色的

偏股型基金仍会获取显著的超额收益，基金投资者可关注管理人投研实力雄厚、选股

能力出色且各期业绩表现稳健的基金作为投资标的。 本期推荐的四只基金都较为契合

当前市场特征，供投资者参考。

宝盈策略增长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宝盈策略增长” ）属于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07年1月 19日，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投资策略优选股票，分享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高速增长的成果。

◆ 产品特征

业绩领先同业：宝盈策略增长自2007年 1月19日成立以来，已取得 100 .01%的收益，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从各统计区间表现看，该基金业绩均稳居同业前列。 最近1年宝盈策略增长收益率为66 .91%，在同类可比 368只股票型基金中列第 3位；最近3年收益为 93 .85%；最近5年收益为 46 .5%。

自下而上优选个股：宝盈策略增长重点以个股投资价值判断为主，采取自下而上的投资策略。 管理人判断2015年虽然蓝筹股指数超越中小板和创业板指数的概率较大，但市场更可能呈现双分化（蓝筹股和成长股都开始分化）、双轮驱动（优质蓝筹和优质成长齐飞）的格局。 该基金在优选蓝筹股的同时，利用市场风向对

成长股不利的局面优化成长股组合。 从十大重仓股来看，重仓股表现出色支撑基金业绩。 最近三个月重仓股9涨1跌 ，其中银之杰、中国人寿和东方财富平均上涨100%以上，分别高达154 .26%、128 .49%和125 .41%。

投资部总监亲自管理，大幅提升基金业绩：基金经理彭敢历任大鹏证券和银华基金分析师 、万联证券研究部门业务负责人 、财富证券投资部副总经理、投资经理；2010年 9月加入宝盈基金，任投资部总监 ，曾担任基金鸿阳 、宝盈鸿利收益基金经理，现担任宝盈资源优选、宝盈新价值、宝盈科技30、宝盈策略 增长和宝 盈睿丰

创新基金基金经理。

银河行业优选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银河行业优选” ）属于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2009年4月 24日，优选景气行业或预期景气行业中的优势企业进行投资，追求基金中长期资本增值。

◆产品特征

各统计区间业绩领先同业：银河行业优选各统计区间业绩均领先同业，最近一季度、半年、两年、三年、五年收益率均居同业前 20%。 从长期来看，最近五年该基金取得了184 .36%的收益，在同类可比 188只基金中居首 ；中短期来看，银河行业优选表现仍较为突出，最近一年该 基金收

益率为38 .2%，超越同业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收益率 23 .93%。

保持高仓位运作：银河行业优选仓位稳定，较少进行大幅调整，仓位较同类基金平均水平略高，对一些受益产业政策和成长股坚定持有。 虽然成长股质量整体参差不齐，部分个股的业绩兑现力度偏弱，股价主要靠预期支持，但在转型的背景下，仍可选择出行业前景远大 且公司 治

理和运营能力优良的品种，市值存在巨大空间，未来竞争优势突出的龙头企业将凸显优势。

基金经理任职回报领先同业：银河行业优选自成立以来共经历4位基金经理，分别为王忠波 、陈欣、成胜和王海华，平均每位基金经理管理时间约为 2年，更换基金经理前后其业绩持续性较好 。 现任基金经理成胜管理期间年化任职回报为 21 .69%，在同类218只基金中排名第 1位；王

海华管理期间年化任职回报为59 .71%，在同类361只基金中排名第7位。 两位基金经理管理业绩排名均十分靠前，为投资者取得较好的收益。

嘉实策略增长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嘉实策略增长” ）属于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06年12月 12日，嘉实策略增长通过有效的策略组合 ，为基金持有人创造较高的中长期资产增值。

◆ 产品特征

业绩持续领先，新年势头正劲：嘉实策略增长自2006年 12月12日成立以来，已取得136 .19%的收益。 从各区间表现看，该基金均有突出表现，年初至今已取得20 .84%的收益，高居同类可比172只基金中的第2位，近一年、近三年、近五年业绩排名均在同类可比基金中的前 40位，收益率分别为 32 .04%、72%和70 .24%。

兼顾选股择时：从嘉实策略增长各季度资产配置上看，该基金通常顺势而为，在市场系统性下跌时降低股票仓位以规避风险，市场向好时果断加仓博取收益。 2014年四季报显示，该基金将组合的权益比例提高到了上限，在行业配置上，增加了非银、房地产行业的配置。 该基金重仓持有的十只个股近三个月全部上涨，平均涨幅达 61 .29%。

双基金经理制保障产品业绩：嘉实策略增长由丁杰人和刘美玲两位基金经理共同管理，两位基金经理均具有多年投研经验，管理业绩稳定居前。 其中，丁杰人历任光大证券、银河基金行业研究员 ，曾任银河竞争优势成长基金基金经理。 2013年11月加入嘉实基金，现担任嘉实策略增长基金经理。 管理银河竞争优势期间取得年化任职回报22 .08%；管理嘉实

策略增长以来年化任职回报49 .29%。 刘美玲2004年6月加入嘉实基金，历任研究部能源组组长、投资经理，担任嘉实策略增长基金经理期间取得 35 .96%的年化任职回报，在同类可比159只基金中列第47位。

汇添富蓝筹稳健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汇添富蓝筹稳健” ）属于混合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2008年7月 8日，通过投资于价值相对低估的蓝筹公司股票，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产品特征

长期业绩稳定，今年尤为突出：统计显示，汇添富蓝筹稳健自成立以来累计已取得 115 .18%的收益，收益远高于55 .9%的同类平均水平，为持有人创造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该基金各区间业绩均超同业平均水平，特别是今年以来，该基金取得17 .11%的收益，高居同类可比 172只基金中第6位。

精选个股，重点配置：汇添富蓝筹稳健为大盘成长型基金，优选价值相对低估的蓝筹公司股票构建投资组合，并辅以严格的投资组合风险控制，以获得长期持续稳健的投资收益。未来宏观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但尾部风险的担忧在下降，整个社会财富和资本的配置结构在发生剧烈变化。受益于此，行业地位突出基本面良好

的低估值蓝筹板块仍存在较好投资机会 。 该基金在确定蓝筹公司普遍特征基础上，发掘具有良好成长性或具有价值回归潜力的蓝筹公司股票进行投资布局。 重仓股中东方财富 、中国平安、瑞茂通等近三个月均有不错表现。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基金经理叶从飞历任中原证券交易员、投资经理助理，2005年 10月加入汇添富任交易主管，现担任汇添富均衡增、汇添富蓝筹稳健和汇添富环保行业基金经理。 另一位基金经理雷鸣2007年 6月加入汇添富基金，历任行业分析师、高级行业分析师，现任汇添富成长焦点、任汇添富蓝筹稳健基金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