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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民营活力基金

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精选

与中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的优秀民营企业上市公司

股票进行投资布局，在科学

严格管理风险的前提下，力

求基金资产的中长期增值。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色

的仓位控制及选股能力，汇

添富民营活力基金被评为

“三年期股票型金牛基金”。

汇添富价值精选 华商领先企业 中欧新蓝筹

工银双利债券

汇添富民营活力：操作风格灵活 选股能力出色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简称“添富民营活力” )是汇

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发行的

第5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

设立于2010年5月， 截至2014年四季

度末， 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22.06亿

元，份额为14.00亿份。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优异，近期涨

势良好。 截至2015年3月20日，该基金

成立以来净值上涨212.25%，超越同期

上证指数185.65个百分点， 位列同期

205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2位；最

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217.97%，位列

同期316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1

位；今年以来，该基金依然保持良好的

业绩增长势头，净值上涨65.08%。

投资风格：操作风格灵活，选股能

力出色。注重资产配置和个股选择是添

富民营活力基金业绩表现突出的重要

原因。该基金自设立以来股票仓位调整

灵活，2010年三季度市场大幅反弹，成

立不足半年的添富民营活力将仓位提

高至94%， 而在市场大幅下跌的2011

年，该基金调低至全年平均75%的仓位

水平， 随后在2012年三季度震荡调整

市中，又下调仓位至66.42%，2013年一

季度市场反弹中大幅加仓至89.30%，

而在2014年市场由熊转牛的过程中，

该基金仓位由年初的70.29%顺势增至

年末的94.07%， 这样的资产配置策略

可以在不同的市场阶段分享收益同时

控制风险。 重仓股方面， 在该基金

2014年持续重仓的个股中， 怡亚通、

华录百纳、新南洋、宋城演艺和青岛金

王 涨 幅 分 别 为 118.30% 、74.04% 、

73.17%、57.25%和41.69%， 出色的选

股能力为其2014年业绩贡献不小。 而

该基金2014年四季度末公布的前十大

重仓股在今年以来全部上涨，其中生意

宝涨幅高达176.28%， 此外新南洋、同

花顺、怡亚通涨幅都在100%以上，表现

十分出色。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汇添富民营

活力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的积极投

资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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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相投资 余永键）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以下

简称“添富价值”）坚持长期价值投资的

理念，采用深入的“自下而上”的公司基

本面分析方法，精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

质公司进行投资布局，通过科学的组合

管理，实现投资目标。

业绩持续性好：汇添富价值的业绩表

现稳健，且持续性良好。统计结果显示，截

至目前，该基金成立以来累计净值收益上

涨幅度超过237.98%，为投资者带来了不

错的长期业绩回报。 此外基金近三年、两

年、 近一年分别收益增长118.38%、

88.28%、80.47%，均明显高于基础市场及

同业均值。 今年以来基金净值上涨

28.08%，业绩表现处于同业中上游水平。

低估值和大消费类布局：基金经理

陈晓翔偏好采取均衡的 “低估值和大

消费类” 股票配置。 对大消费类行业的

重点关注，也是汇添富公司在投研上的

传统优势。 行业配置上，基金持续重仓

持有金融业、房地产、消费品及服务、信

息技术、医药，以及原材料等行业，截至

去年四季度末基金重仓金融行业的配

置比例为32.40%，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价值风格突出： 添富价值基金具

备明显的价值风格， 重仓持有的价值

风格类个股主要有浦发银行、 兴业银

行、中国平安等，同时也适当关注部分

成长性股票， 如具有确定成长性的医

药保健股，山大华特、益佰制药等，以

及受益于电子行业景气度上升的相关

产业链的海康威视等。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基金 （以下简

称“华商领先企业”）积极投资于能够充

分分享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在所属行

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上市公司，在控制

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为基金投资人寻求

稳定收入与长期资本增值机会。

中长期业绩优异： 华商领先企业

混合基金成立于2007年5月15日。 截

至目前， 该基金设立以来净值累计上

涨143.35%， 超越同期沪深300指数

140个百分点。整体来看该基金中长期

业绩优异， 在牛市及震荡市场环境下

均有较佳表现。 今年以来基金净值上

涨27.69%，业绩表现处于同业前1/4。

淡化择时，高仓位运作：实际投资

中华商领先企业基金淡化择时操作，

维持较高的仓位运作。 采用高仓位的

积极运作理念尽管抬高了短期业绩的

波动水平， 但通过对行业配置的调整

和个股的精选， 依然能够在中长期实

现较为丰厚的投资回报。 行业配置方

面， 基金倡导均衡而有所侧重的配置

理念，善于把握市场动向灵活调整，截

至去年四季度末基金重仓持有房地

产、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行业。

集中持有优质个股， 管理经验丰

富：基金善于精选个股，并倾向于长期

持有。 重仓股调换频率较低， 对康恩

贝、上海嘉华、聚龙股份等个股的持有

已超过一年。 而从重仓股的市场表现

来看，与同期基础市场相比，多个季度

内基金重仓股均存在超额收益。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以下简称“中欧新蓝筹基金”）通过主

要投资于未来持续成长能力强的潜力

公司， 同时通过合理的动态资产配置，

在注重风险控制的原则下，追求超越基

金业绩比较基准的长期稳定资本增值。

精心选股，严格风控：中欧新蓝筹

基金奉行积极的投资理念,坚持精心选

股和严格的风险控制相结合。 自2008

年7月成立以来， 保持了良好的业绩持

续性。 截至目前，该基金成立以来实现

了超过155%的净值增长。 从风险控制

角度看，该基金短、中、长各期风险调整

后收益较佳，显示出较强的投资管理能

力和风险收益配比。

注重行业配置， 偏好新兴产业：中

欧新蓝筹基金资产配置组合灵活度较

高， 股票和债券投资比例波动区间较

大，四季度末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不到

80%。 基金比较注重行业层面的选择，

偏好新兴产业中的细分行业，同时也会

关注一些传统行业在周期底部的细分

行业。 从历史投资来看，中欧新蓝筹尤

其青睐机械制造业的潜力股票，这些行

业的共同特点是市场需求广泛，行业成

长快速且具有较强的确定性。

挖掘潜力个股，投资风格稳健：个股

选择方面，基金注重精选潜力蓝筹股，多

为受益行业中能充分享受行业景气的上

市公司， 单只个股的占比不超过基金净

值的6%，在选择上倾向于确定性高或者

弹性大的个股。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基金（以下简

称“工银双利基金”）在适度承担风险并

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配置债

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追求基金资

产的长期稳定增值，通过适量投资权益

类资产力争获取增强型回报。

业绩表现稳定：工银双利基金以实

现最优风险调整后收益为宗旨，风险收

益比优异。 一方面，基金长期历史业绩

持续稳健，2011年至2014年每个完整

年度业绩均在同类中排名前1/2。 另一

方面，基金的风险控制优秀，标准差、下

行损失、回撤等指标均在同类中具备优

势，过去三年夏普比率在同类100只基

金中排名第2位。

灵活把握大类资产轮动节奏：投资

操作方面，基金对大类资产轮动节奏把

握较为到位，通过久期、杠杆、大类资产

配置等策略灵活把握投资机会。成立早

期，基金对杠杆有较强偏好，但近两年

在杠杆上转向谨慎。 债券投资方面，基

金偏好高等级信用债及政策性金融债，

对可转债的投资机会参与也较为充分。

债市谨慎乐观具投资机会： 就当前

市场而言， 在债券基金可投资的大类资

产中，债券收益率经过2014年的大幅下

行后空间相对有限， 但在货币宽松持续

背景下，也不至于走熊。可转债的高估值

也将制约其上行空间，相比之下，我们对

2015年权益市场的判断较为乐观，普通

债券型基金有望通过对权益投资机会的

灵活把握为基金净值带来正贡献。

增配蓝筹风格 保持组合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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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荐

表格

产品名称

国金

分类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规模

（亿元）

单位净值

过去三个月

净值增长率（

％

）

过去一年

净值增长率（

％

）

过去三年

净值增长率（

％

）

主要销售机构

汇添富价值 股票型

2009-1-23

陈晓翔 汇添富

34.08 2.1750 29.31 80.47 118.38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

华商领先企业 混合型

2007-5-15

田明圣，蔡建军 华商

58.59 1.9496 22.76 66.72 131.13

民生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

中欧新蓝筹 混合型

2008-7-25

周蔚文 中欧

25.43 1.4080 17.57 36.63 72.20

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

工银双利 债券型

2010-8-16

欧阳凯、王佳、宋炳珅 工银瑞信

49.93 1.4720 4.40 22.56 39.26

交通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中国银行

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为市场提供了较强的支撑，稳增长政策预期进一步提升市场情

绪。 短期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在稳增长政策预期较强、金融混业经营开启等影

响下蓝筹股再度迎来估值修复，创业板指也不断创下新高。 基金投资组合可采取相对

积极的策略，但对于目前风险收益配比已经较低的成长风格品种需要保持警惕，可适

当侧重蓝筹风格资产的配置，同时保持组合较高的灵活性。

汇添富民营活力 ：操作风格灵活 选股能力出色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余永键

推荐理由 ：汇添富民营活力基金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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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在科学严格管理风险的前提下，力求基金资产的中长期增值。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色的仓位控制及选股能力，添富民营活力基金被评为“三年期股票型金牛基金” 。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添富民营活力” )是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发行的第5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2010年 5月，截至2014年四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22.06亿元，份额为14.00亿份。

历史业绩 ：长期业绩优异，近期涨势良好。 截至2015年3月 20日，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上涨212.25%，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185.65个百分点，位列同期205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 2位；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217.97%，位列同期316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 1位；今年以来，该基金依然保持良好的业绩增长势头，净值上涨65.08%。

投资风格 ：操作风格灵活，选股能力出色。 注重资产配置和个股选择是添富民营活力基金业绩表现突出的重要原因。 该基金自设立以来股票仓位调整灵活，2010年三季度市场大幅反弹，成立不足半年的添富民营活力将仓位提高至94%，而在市场大幅下跌的2011年，该基金调低至全年平均75%的仓位水平，随后在2012年三季度震荡调整市中，又下调仓位至66.42%，2013年一季度市场反弹中大幅加仓至89.30%，而在2014年市场由熊转牛的过程中，该基金仓位由年初的70.29%顺势增至年末的94.07%，这样的资产配置策略可以在不同的市场阶段分享收益同时控制风险。 重仓股方面，在该基金 2014年持续重仓的个股中，怡亚通、华录百纳、新南洋、宋城演艺和青岛金王涨幅分别为118.30%、74.04%、73.17%、57.25%和41.69%，出色的选股能力为其2014年业绩贡献不小。 而该基金2014年四季度末公布的前十大重仓股在今年以来全部上涨，其中生意宝涨幅高达176.28%，此外新南洋、同花顺、怡亚通

涨幅都在 100%以上，表现十分出色。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汇添富民营活力基金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的积极投资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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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添富价值精选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以下简称“添富价值” ）坚持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采用深入的“自下而上” 的公司基本面分析方法 ，精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公司进行投资布局 ，通过科学的组合管理，实现投资目标。

业绩持续性好：添富价值的业绩表现稳健 ，且持续性良好。 统计结果显示，截至目前，该基金成立以来累计净值收益上涨幅度超过237.98%，为投资者带来了不错的长期业绩回报。 此外基金近三年、两年、近一年分别收益增长 118.38%、88.28%、80.47%，均明显高于基础市场 及同业均

值。 今年以来基金净值上涨28.08%，业绩表现处于同业中上游水平。

低估值和大消费类布局：基金经理陈晓翔偏好采取均衡的“低估值和大消费类” 股票配置。 对大消费类行业的重点关注，也是汇添富公司在投研上的传统优势。 行业配置上，基金持续重仓持有金融业、房地产、消费品及服务 、信息技术、医药 ，以及原材料等行业，截至去年四季度末

基金重仓金融行业的配置比例为 32.40%，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价值风格突出：添富价值基金具备明显的价值风格，重仓持有的价值风格类个股主要有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国平安等，同时也适当关注部分成长性股票，如具有确定成长性的医药保健股，山大华特、益佰制药等 ，以及受益于电子行业景气度上升的相关产业链的海康 威视等 。 结

合当前市场环境，投资者可适当增持价值、蓝筹风格基金的配置。

华商领先企业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基金（以下简称“华商领先企业” ）积极投资于能够充分分享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在所属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上市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为基金投资人寻求稳定收入与长期资本增值机会。

中长期业绩优异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基金成立于2007年5月15日。截至目前，该基金设立以来净值累计上涨 143.35%，超越同期沪深 300指数140个百分点。整体来看该基金中长期业绩优异，在牛市及震荡市场环境下均有较佳表现。今年以来基金净值上涨27.69 %，

业绩表现处于同业前1/4。

淡化择时，高仓位运作：实际投资中华商领先企业基金淡化择时操作，维持较高的仓位运作。 采用高仓位的积极运作理念尽管抬高了短期业绩的波动水平，但通过对行业配置的调整和个股的精选，依然能够在中长期实现较为丰厚的投资回报 。 行业配置方面，

基金倡导均衡而有所侧重的配置理念，善于把握市场动向灵活调整，截至去年四季度末基金重仓持有房地产、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行业。

集中持有优质个股，管理经验丰富 ：基金善于精选个股，并倾向于长期持有。 重仓股调换频率较低，对康恩贝 、上海嘉华、聚龙股份等个股的持有已超过一年。 而从重仓股的市场表现来看，与同期基础市场相比，多个季度内基金重仓股均存在超额收益。 华商领

先企业采用双基金经理制，目前由田明圣与蔡建军共同管理，均具备丰富的投研管理经验 。

中欧新蓝筹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以下简称“中欧新蓝筹基金” ）通过主要投资于未来持续成长能力强的潜力公司，同时通过合理的动态资产配置，在注重风险控制的原则下，追求超越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长期稳定资本增值。

精心选股，严格风控：中欧新蓝筹基金奉行积极的投资理念,坚持精心选股和严格的风险控制相结合。 自2008年 7月成立以来，保持了良好的业绩持续性 。 截至目前，该基金成立以来实现了超过155%的净值增长。 从风险控制角度看，该基金短 、中、长各期风险调整后收益较佳 ，显示出较强的投资管理能力和风险收益配比。

注重行业配置，偏好新兴产业：中欧新蓝筹基金资产配置组合灵活度较高，股票和债券投资比例波动区间较大，四季度末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不到80%。 基金比较注重行业层面的选择，偏好新兴产业中的细分行业，同时也会关注一些传统行业在周期底部的细分行业。 从历史投资来看，中欧新蓝筹尤其青睐机械制造业的潜力股票，这些行业的共同特

点是市场需求广泛，行业成长快速且具有较强的确定性 。

挖掘潜力个股，投资风格稳健：个股选择方面，基金注重精选潜力蓝筹股，多为受益行业中能充分享受行业景气的上市公司，单只个股的占比不超过基金净值的6%，在选择上倾向于确定性高或者弹性大的个股。 目前重仓持有鱼跃医疗、洋河股份、宇通客车等个股。 基金经理周蔚文投资风格稳健 ，具备多年的投资和研究经验，个人投资管理能力较强 。

工银双利债券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基金（以下简称“工银双利基金” ）在适度承担风险并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配置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通过适量投资权益类资产力争获取增强型回报 。

业绩表现稳定：工银双利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管理的普通债券型基金，基金以实现最优风险调整后收益为宗旨，风险收益比优异。 一方面，基金长期历史业绩持续稳健，2011年至 2014年每个完整年度业绩均在同类中排名前1/2。 另一方面，基金的风险控制优秀，标准差 、下行损失、回撤等指标均在同类中具备优势，过去三年夏普比率在同类 100只基金中排名第 2位。

灵活把握大类资产轮动节奏：投资操作方面，基金对大类资产轮动节奏把握较为到位，通过久期、杠杆、大类资产配置等策略灵活把握投资机会。 成立早期，基金对杠杆有较强偏好，但近两年在杠杆上转向谨慎。 债券投资方面，基金偏好高等级信用债及政策性金融债，对可转债的投资机会参与也较为充分。 工银基金固定收益产品管理能力突出，旗下债券基金业绩持续稳健 。

债市谨慎乐观具投资机会：就当前市场而言，在债券基金可投资的大类资产中，债券收益率经过2014年的大幅下行后空间相对有限，但在货币宽松持续背景下，也不至于走熊。 可转债的高估值也将制约其上行空间，相比之下，我们对 2015年权益市场的判断较为乐观，普通债券型基金有望通过对权益投资机会的灵活把握为基金净值带来正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