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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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富价值 股票型

2009-1-23

陈晓翔 汇添富

34.08 2.4710 37.86 63.86 122.65

工商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

招商安泰平衡 混合型

2003-4-28

王景 招商

2.45 1.3350 10.86 39.14 60.24

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

嘉实领先成长 混合型

2011-5-31

邵秋涛 嘉实

5.52 2.1940 40.28 90.12 132.17

农业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工商银行

上投双息平衡 混合型

2006-04-26

孙芳 上投摩根

31.29 1.2677 37.86 63.86 122.65

建设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

□国金证券 孙昭杨 王聃聃

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金牛基金追踪

推

荐

理

由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基金通过深

入了解国家宏观经济变化， 挖掘发

展前景良好的行业或处于复苏阶段

的行业持续跟踪， 精选基本面良好

及估值相对合理的公司重点配置。

在科学严格管理风险的前提下，力

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凭借良好

的既往业绩、 出色的仓位控制及选

股能力，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在

2014

年度被评为 “三年

期股票型金牛基金”。

汇添富价值精选 招商安泰平衡 嘉实领先成长

上投双息平衡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锁定行业 精选龙头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简称 “广发行业领先股

票” )是广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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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截

至2014年四季度末， 该基金的资

产规模为17.74亿元，份额为11.94

亿份。

历史业绩： 长期业绩优异，近

期涨势良好。截至2015年4月17日，

该 基 金 成 立 以 来 净 值 上 涨

124.10%，超越同期上证指数75.46

个百分点；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

涨188.42%；今年以来，该基金依然

保持良好的业绩增长势头，净值上

涨50.81%。

投资风格：依归估值体系，锁定

行业精选龙头。 注重个股内在价值

提升并长期持有是广发行业领先

股票基金中长期业绩表现突出的

重要原因。 该基金自设立以来风格

稳健， 股票仓位基本稳定在87%±

5%之间， 仅在2013年中期钱荒行

情， 该基金仓位由 87.92%降至

77.78%，体现了重要节点上的风控

意识良好。 在行业配置方面，17个

季度中，批发和零售行业成为制造

业以外配置最高的次数为7次，农

林牧渔业为5次， 房地产为3次，金

融和交通运输、仓储业各一次。 以

探路者、保利地产、东华软件等行

业龙头自建仓以来持有时间分别

达到3年、2年和3年。 重仓股方面，

在该基金2014年3个季度持有的重

仓个股中，一汽富维、福耀玻璃涨

幅分别为59.48%和55.49%，四季度

快速调仓至低估值蓝筹股，选择中

信证券、中国平安等行业龙头亦为

其2014年业绩贡献不小。 而该基金

2015年一季度末公布的前十大重

仓股在今年以来全部上涨。 其中，

新股火炬电子、 春秋航空涨幅超过

4倍。 此外，丹甫股份、聚飞光电、双

塔食品、长园集团、三安光电涨幅都

在50%以上，表现十分出色。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广发行

业领先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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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润彬）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坚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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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为投资者带来了不错

的长期业绩回报。此外基金近3年、2年、近

1年分别收益增长160.85%、119.08%、

102.85%，均明显高于基础市场及同业均

值。 今年以来基金净值上涨超过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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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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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选择重仓了一些成长

性股票， 如互联网概念的万达信息、受

益于电子行业景气度上升的相关产业

链的海康威视等。进一步测算的结果显

示基金持有的重仓股今年以来的业绩

表现多数大幅超过同期A股市场。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招商安泰平衡型基金，设立于

2003

年

4

月

28

日， 中长期风险收益配比较佳。

作为一只追求当期收益和长期资本增值

平衡的基金，操作风格上偏向稳健保守，

通过股债平衡配置把握投资机会。

中长期风险收益配比较佳：招商安

泰平衡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中的保守

配置型产品，实际运作过程中较为注重

风险控制， 操作风格上偏向稳健保守，

历史风险收益配比较佳。 截至目前，基

金自设立以来累计为投资者赢得超过

307%的投资回报， 表现出稳健的长期

收益特征。 今年以来，基金持仓比例尚

不到40%，实现近13%的净值增长。

股债平衡配置， 有效把握市场投

资机会：作为一只混合型基金，招商安

泰平衡基金既注重平衡投资组合的系

统风险， 同时又能保留投资组合的进

攻性，通过股债市场间的平衡配置，有

效把握两类市场的投资机会。

持股偏重成长，个股贡献显著：权

益投资方面， 招商安泰平衡基金较为

注重基本面的研究， 持股风格偏向成

长型。 从公布的基金季报来看，基金认

为在经济仍然偏弱的格局下， 政策面

仍将维持较为宽松的局面， 未来经济

上行的压力将主要取决于房地产复苏

的状况。 股票方面， 在当前流动性宽

松，经济逐渐企稳的情况下，市场仍有

较多的机会，继续看好银行、地产产业

链、汽车、家电等行业的板块机会，同

时关注白马成长股的投资机会。

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型基金致力于挖

掘中国经济中快速成长的行业。 该基金

自成立以来业绩表现平稳且良好， 其稳

健的投资风格和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

在震荡市场环境中有较好的适应性。

业绩表现平稳，注重控制风险：嘉

实领先成长基金自2011年5月成立以

来，业绩表现平稳。 该基金各阶段较

为平稳的管理业绩也使得基金的长

期业绩更为突出，最近三年基金净值

增长132.17%。

资产配置适度谨慎，自下而上集中

持股：嘉实领先成长虽然是一只股票型

基金，但股票仓位在同业股票型中保持

中等水平， 资产配置并不十分积极，且

注重随市场波动适当调整。最近四个季

度基金平均股票仓位78%。 与此同时，

基金更为注重自下而上的选股，并通过

适当集中投资获取超额收益，最近四个

季度基金的平均持股集中度为63%，明

显高于同业平均。

核心配置消费服务板块，着眼长期

投资：嘉实领先成长的组合配置较为稳

定，主要着眼于长期投资前景，重点对

消费、医药、服务等行业板块进行核心

配置。与此同时，基金也注重适当灵活，

以2014年四季度为例， 嘉实领先基金

对组合结构也适当优化，在保持核心配

置的同时， 减持了部分长期空间不够

大、成长确定性不够扎实的高估值小盘

股，增持了以大金融为代表的低估值蓝

筹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上投双息平衡混基金重点投资高股

息、高债息品种

,

获得稳定的股息与债息

收入，行业配置及个股选择方面注重灵

活操作，同时把握资本利得机会以争取

完全收益

,

力求为投资者创造绝对回报。

业绩表现稳定：上投双息平衡基金

成立于2006年4月，基金主要通过投资

高股息、高债息品种获得稳定的股息与

债息收入。截至目前，基金近3年以来已

经取得超过122%的净值增长， 最近一

年的业绩涨幅也在63%以上，为投资者

带来稳健的业绩回报。

股债搭配，灵活配置：按照契约规定

上投双息平衡基金80%以上的非现金基

金资产重点投资于高股息、 高债息品种。

基金近几年的股票仓位较为稳定，与同类

型基金的平均仓位相差不多。债券仓位则

长期高于同类型产品， 主要投资于企业

债、金融债和可转债。 2014年年底债券投

资占比39.18%，较三季度增加近9%。行业

配置及个股选择方面， 基金注重灵活操

作，今年以来重点加强对“改革”主题的

研究，寻找明确受益的行业和个股。

强制分红条款促收益落袋为安：上

投摩根双息平衡设计了强制分红条款，

在已实现收益超过一年期定存利率

（税前）1.5倍时，即在15个交易日内启

动分红方案，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

低于可分配收益的80%。 良好的业绩构

成了该产品频繁分红的前提。 基金自

2006年4月成立以来已经累计分红达

19次，确保投资者收益落袋为安。

增强安全边际 把握主题投资

表格

短期A股市场做多热情高涨，但随着市场加速上涨，市场波动也在明显加大，投资

者在乐观的同时也需要保留几分谨慎。基金投资方面，从配置的角度，投资者可适当侧

重低估值、受益于稳增长预期及改革的周期蓝筹风格基金，并精选选股能力突出、注重

控制风险的成长风格基金。另外，“一带一路” 、国资改革等主题投资持续活跃，可继续

甄选主题投资配置较多且擅长把握相关投资机会的产品。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锁定行业 精选龙头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黄润彬

推荐理由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基金通过深入了解国家宏观经济变化，挖掘发展前景良好的行业或处于复苏阶段的行业持续跟踪 ，精选基本面良好及估值相对合理的公司重点配置。 在科学严格管理风险的前提下，力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色的仓位控制及选股能力，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在 2014年度被评为“三年期股票型金牛基金” 。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广发行业领先股票” )是广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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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截至2014年四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17.74亿元，份额为11.94亿份。

历史业绩 ：长期业绩优异，近期涨势良好。 截至2015年4月 17日，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上涨124.10%，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75.46个百分点；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88.42%；今年以来，该基金依然保持良好的业绩增长势头，净值上涨 50.81%。

投资风格 ：依归估值体系，锁定行业精选龙头。 注重个股内在价值提升并长期持有是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基金中长期业绩表现突出的重要原因。 该基金自设立以来风格稳健，股票仓位基本稳定在87%±5%之间，仅在2013年中期钱荒行情，该基金仓位由87.92%降至 77.78%，体现了重要节点上的风控意识良好。 在行业配置方面，17个季度中，批发和零售行业成为制造业以外配置最高的次数为7次，农林牧渔业为 5次，房地产为3次，金融和交通 运

输、仓储业各一次。 以探路者、保利地产、东华软件等行业龙头自建仓以来持有时间分别达到3年、2年和3年。 重仓股方面，在该基金2014年3个季度持有的重仓个股中，一汽富维、福耀玻璃涨幅分别为59.48%和55.49%，四季度快速调仓至低估值蓝筹股，选择中信证券、中国平安等行业龙头亦为其2014年业绩贡献不小。 而该基金2015年一季度末公布的前十大重仓股在今年以来全部上涨。 其中，新股火炬电子、春秋航空涨幅超过 4倍。 此外，丹甫股

份、聚飞光电、双塔食品、长园集团、三安光电涨幅都在50%以上，表现十分出色。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广发行业领先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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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品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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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为投资者带来了不错的长期业绩回报。 此外基金近 3年、2年、近 1年分别收益增长160.85%、119.08%、102.85%，均明显高于基础市场及同业均值。 今年以来基金净值上涨超过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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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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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还选择重仓了一些成长性股票，如互联网概念的万达信息、受益于电子行业景气度上升的相关产业链的海康威视等。 进一步测算的结果显示基金持有的重仓股今年以来的业绩表现多数大幅超过同期A股市场。

招商安泰平衡

招商安泰平衡型基金，设立于2003年4月 28日，中长期风险收益配比较佳。 作为一只追求当期收益和长期资本增值平衡的基金，操作风格上偏向稳健保守 ，通过股债平衡配置把握投资机会 。

产品特征 ：

中长期风险收益配比较佳：招商安泰平衡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中的保守配置型产品，实际运作过程中较为注重风险控制，操作风格上偏向稳健保守，历史风险收益配比较佳。 截至目前，基金自设立以来累计为投资者赢得超过 307%的投资回报，表现出稳健的长期收益特征 。 今年以来，基金持仓比例尚不到 40%，实现近 13%的净值增长。

股债平衡配置，有效把握市场投资机会：作为一只混合型基金，招商安泰平衡基金既注重平衡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同时又能保留投资组合的进攻性，通过股债市场间的平衡配置，有效把握两类市场的投资机会 。 考虑到过高的权益类资产配置将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 ，该基金保持55%上下的债券仓位，借此获取平稳收益。

持股偏重成长，个股贡献显著：权益投资方面，招商安泰平衡基金较为注重基本面的研究，持股风格偏向成长型。 从公布的基金季报来看，基金认为经济仍然偏弱的格局下，政策面仍将维持较为宽松的局面，未来经济上行的压力将主要取决于房地产复苏的状况。 股票方面，在当前流动性宽松 ，经济逐渐企稳的情况下，市场仍有较多的机会，继续看好银行、地产产业链 、汽车、家电等行业的板块机会，同时关注白马成长股的投资机

会。

嘉实领先成长

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型基金致力于挖掘中国经济中快速成长的行业。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业绩表现平稳且良好，其稳健的投资风格和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 ，在震荡市场环境中有较好的适应性。

产品特征 ：

业绩表现平稳，注重控制风险：嘉实领先成长基金自2011年5月成立以来，业绩表现平稳。 从各阶段业绩统计来看 ，最近一个季度、最近半年和最近一年都处于同业基金排名中上等水平。 各阶段较为平稳的管理业绩也使得基金的长期业绩更为突出，最近三年基金净值增长132.17%，在同业448只积极投资偏股型基金中排名前 25%。

资产配置适度谨慎，自下而上集中持股：嘉实领先成长虽然是一只股票型基金，但股票仓位在同业股票型中保持中等水平，资产配置并不十分积极，且注重随市场波动适当调整。 最近四个季度基金平均股票仓位 78%。 与此同时，基金更为注重自下而上的选股，并通过适当集中投资获取超额收益 ，最近四个季度基金的平均持股集中度为 63%，明显高于

同业平均 。

核心配置消费服务板块 ，着眼长期投资：嘉实领先成长的组合配置较为稳定，主要着眼于长期投资前景，重点对消费、医药、服务等行业板块进行核心配置。与此同时基金也注重适当灵活，以 2014年四季度为例 ，嘉实领先基金对组合结构也适当优化，在保持核心配置的同时，减持了部分长期空间不够大、成长确定性不够扎实的高估值小盘股，增持了以

大金融为代表的低估值蓝筹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上投双息平衡

上投双息平衡混基金重点投资高股息、高债息品种,获得稳定的股息与债息收入 ，行业配置及个股选择方面注重灵活操作 ，同时把握资本利得机会以争取完全收益,力求为投资者创造绝对回报 。

业绩表现稳定：上投双息平衡基金成立于 2006年4月，基金主要通过投资高股息 、高债息品种获得稳定的股息与债息收入。 截至目前，基金近3年以来已经取得超过 122%的净值增长，最近一年的业绩涨幅也在 63%以上，为投资者带来稳健的业绩回报。 今年以来基金净值上涨幅度超过41%，收益表现良好。

股债搭配，灵活配置：按照契约规定上投双息平衡基金80%以上的非现金基金资产重点投资于高股息 、高债息品种。基金近几年的股票仓位较为稳定，与同类型基金的平均仓位相差不多。债券仓位则长期高于同类型产品，主要投资于企业债、金融债和可转债。 2014年年底债券投资占比 39.18%，较三季度增加近9%。行业配置及个股选择方面，基金注重灵活操作 ，今年以来重点加强对“改革” 主题的研究，

寻找明确受益的行业和个股。

强制分红条款促收益落袋为安：上投摩根双息平衡设计了强制分红条款 ，在已实现收益超过一年期定存利率（税前）1.5倍时，即在15个交易日内启动分红方案，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80%。 良好的业绩构成了该产品频繁分红的前提。 基金自 2006年4月成立以来已经累计分红达 19次，确保投资者收益落袋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