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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宝盈

策略增长”

)

是宝盈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旗下发行的第

3

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设

立于

2007

年

1

月， 截至

2015

年一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

规模为

73.61

亿元， 份额为

43.99

亿份。

宝盈策略增长：操作风格灵活 选股能力出色

推荐理由：宝盈策略增长基金基于

中国经济处于宏观变革期以及对资本

市场未来持续、健康增长的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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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保持基

金资产持续稳健增值，并力争获取超过

比较基准的收益。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

绩、出色的仓位控制及选股能力，宝盈

策略增长基金在2014年度被评为

“2014年度股票型金牛基金” 。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优异，近期涨

势良好。 截至2015年4月24日，该基金

成立以来净值上涨191.16%， 超越同期

上证指数163.97个百分点，位列同期79

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22位；最近三

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71.4%， 位列同期

327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40位；最

近一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64.72%， 位列

同期400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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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7%，位列同期

439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5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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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盈策略增长基金业绩表现突出的重要

原因。 该基金经历了完整的牛熊市洗

礼，在各个阶段都能很好地调整股票仓

位， 在2007年市场急剧拉升的行情下，

大幅加仓至93.97%， 而在2008年市场

突然调头向下时又迅速减仓至68.67%；

2010年第三季度市场大幅反弹，将仓位

提高至86.05%， 而在市场大幅下跌的

2011年，仓位调低至69.64%；近一年随

着市场的大幅拉升，该基金也将仓位维

持在90%左右的水平。 重仓股方面，在

该基金2014年持续重仓的个股中，朗玛

信息、东方财富、中信银行、中航动力、

太 极 股 份 和 硕 贝 德 涨 幅 分 别 为

268.61%、225.11%、128.60%、49.52%、

32.62%和22.67%，而且重仓的中国南车

和中国北车由于重组概念也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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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东方财富和浙江众成涨

幅高达186.11%和175.99%。

投资建议： 宝盈策略增长基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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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2015

年一季度

末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

(2015.4.22)

最近三个月业绩

(2015.4.22)%

最近一年业绩

(2015.4.22)%

最近两年业绩

(2015.4.22)%

主要销售机构

510500

南方中证

500ETF

股票型

2013-02-06

罗文杰 南方基金

62.88 8.3384 46.53 112.11 138.39

华泰证券

,

兴业证券

,

国信证券

,

银河证券

233015

大摩量化配置 股票型

2012-12-11

刘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25.72 2.3120 35.92 116.48 131.43

农业银行

,

建设银行

,

交通银行

,

招商银行

070013

嘉实研究精选 股票型

2008-05-27

陈少平 嘉实基金

129.17 3.0280 36.52 98.56 124.21

中国银行

,

工商银行

,

建设银行

,

中信证券

660012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 股票型

2012-04-24

付娟 农银汇理基金

5.96 2.7143 42.66 70.11 136.60

农业银行

,

邮政储蓄银行

,

建设银行

,

交通银行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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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中证500ETF 大摩量化配置 嘉实研究精选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南方中证

500ETF

”）

属于股票型基金。该基金设立于

2013

年

2

月

6

日，紧密跟踪中证

500

指数，采用指

数化投资， 力求获得指数平均收益率，

以使投资者可以分享中国经济长期增

长的稳定收益。

聚焦优质中小盘股， 超额收益显

著：中证500指数成分股具有高成长性。

从2013年财务数据来看，中证500平均

净利润增长率为14%， 优于沪深300的

12%， 并且较中小板指3%的净利润增

长率优势明显； 其次， 超额收益显著。

2012年至2015年一季度末，中证500累

计上涨122%，明显高于同期沪深300的

73%和中小板指的86%；最后，中证500

指数当前估值仍处合理区间。

最优秀的中证500ETF，或成期指

首选投资标的： 随着中证500股指期货

的推出， 中证500指数基金将迎来良好

的发展机遇期。作为首只中证500ETF，

南方中证500ETF无论规模还是流动性

方面均遥遥领先于其他中证500ETF，

并且该基金近一年的跟踪误差仅为

0.017，显著低于其他中证500ETF。

高效的上交所ETF模式，管理人指

数化投资实力超群：该基金采用ETF运

作模式，在上交所上市交易，费用低廉，

交易高效， 能够实现跨市场T+0套利。

南方基金作为国内持续领先的大型基

金公司之一，其指数化投资实力长期稳

居同行前列。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大摩量化配

置”）属于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通过数量化模型，优

化资产配置权重， 力争在降低组合风

险的同时， 获得超越比较基准的超额

收益。

业绩领先同业，今年尤为突出：大摩

量化配置从2012年12月11日成立以来，

已取得131.2%的收益，显著高于同期沪

深300指数。 该基金2014年业绩表现尤

为突出，该年度取得55.3%的收益，在同

类362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高居第18

位；今年以来，该基金已取得42.4%的收

益，超越同期沪深300指数8个百分点。

大类资产以及行业配置方面以成

熟的数量化模型为决策依据： 该基金

在资产配置方面采取 “自上而下” 的

多因素分析决策支持， 结合定性分析

和定量分析， 对股票资产和固定收益

类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进行分析预

测，确定中长期的资产配置方案。 在行

业配置策略方面， 采用结合公司深度

开发并且已被成熟运用的行业多因子

阿尔法模型和Black-Litterman资产

配置模型的量化模型以及其他量化模

型进行行业配置。

基金经理管理业绩突出： 基金经

理刘钊在管理大摩多因子策略、 大摩

深证300和大摩量化配置期间，分别取

得了42.93%、20.30%和92.56%的年化

任职回报，均远超同业平均水平。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嘉实研究精选”）属于股

票型基金。设立于

2008

年

5

月

27

日，该基

金通过持续、系统、深入的基本面研究，

挖掘企业内在价值，寻找具备长期增长

潜力的上市公司，以获取基金资产长期

稳定增值。

业绩稳居同业前列：自该基金成立

以来累计净值增长348.32%，远超同期

沪深300指数逾264.28个百分点。 今年

以来该基金凭借出色的投资管理能力

净值增长44.87%， 超越指数比率10个

百分点。

注重行业配置， 精选优质个股：嘉

实研究精选维持中等的仓位水平，结构

上以大消费为主体配置。 其2015年第

一季度报告显示，股票仓位较前一季度

小幅下降至88.65%， 现金和其他资产

仓位小幅上涨。 10只重仓股近3个月全

部上涨，平均涨幅47.25%，其中春秋航

空涨幅更是高达228.09%。

基金管理人综合实力雄厚，基金经

理投研经验丰富： 管理人成立于1999

年， 于2002年底被选为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首批投资管理人。 2005年6月，德

意志资产管理公司参股嘉实，使得嘉实

基金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合资基金公

司之一。 2015年一季度末，公司管理公

募基金资产规模2765.48亿元， 在可比

的94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3位。 基金经

理陈少平具有丰富的投研经验，历史管

理业绩稳定。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以下简称 “农银汇理消费主

题”） 属于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 主要投资具有良好基

本面和成长潜力的消费相关行业股票，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为投资

者创造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回报。

业绩表现优异：今年以来，农银汇

理消费主题净值增长58.12%，超越股票

型基金平均水平9.13个百分点，在同类

可比的416只股票型基金中列第93位；

最近两年收益率为136.60%，在同类可

比的340只股票型基金中名列第41位；

该基金成立以来总回报达192.28%，年

化回报43.07%，在同类可比的448只产

品中名列第99位。

聚焦消费行业，择股能力突出：该基

金择股灵活， 能把握个股的波段机会。

2012年底重仓医药地产个股；2013年始

终坚持精选估值合理、 增长确定的成长

股；2014年遵循相对低估值、高增长以及

行业大空间等选股思路， 对计算机、医

药、传媒等行业进行了超配，同时紧跟市

场节奏四季度加仓金融、 地产等蓝筹个

股； 今年则将配置重点放在优质的成长

股和二线蓝筹，均取得不错投资效果。

基金经理业绩突出：基金经理付娟

拥有会计学博士学位，曾担任申银万国

证券分析师。农银汇理消费主题任职回

报率高达192.28%， 年化回报43.02%，

在同类可比的303只股票型基金中名列

第19位。

均衡配置资产 组合攻守兼备

近期市场的波动较大，从券商、保险、银行到地产，整体呈现出明显的轮动补涨态势。

二季度股市资金环境整体依然宽松，无风险利率下行继续提振A股估值，稳增长政策频出

使股市主题亮点轮动活跃。 建议投资者均衡配置低估值价值基金和有业绩支撑的真成长

风格基金，投资组合构建攻守兼备。

本文推荐了南方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农银汇理消费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这4只基金都较为契合当前市场特征，供投资者参考。

产品推荐->点评

宝盈策略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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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宝盈策略增长” )是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发行的第 3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设立于 2007年1月，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73.61亿元 ，份额为 43.99亿份。

推荐理由：宝盈策略增长基金基于中国经济处于宏观变革期以及对资本市场未来持续、健康增长的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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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保持基金资产持续稳健增值，并力争获取超过比较基准的收益。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出色的仓位控 制

及选股能力，宝盈策略增长基金在2014年度被评为“2014年度股票型金牛基金” 。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优异，近期涨势良好。 截至2015年4月 24日，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上涨191.16%，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163.97个百分点，位列同期79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 22位；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71.4%，位列同期327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 40位；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64.72%，位列同期 400只积极投资股票型

基金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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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7%，位列同期439只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第 5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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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盈策略增长基金业绩表现突出的重要原因。 该基金经历了完整的牛熊市洗礼，在各个阶段都能很好地调整股票仓位，在2007年市场急剧拉升的行情下，大幅加仓至93.97%，而在2008年市场突然调头向下时又迅速减仓至 68.67%，避免了更大的损失；2010

年第三季度市场大幅反弹，将仓位提高至 86.05%，而在市场大幅下跌的2011年，仓位调低至69.64%；近一年随着市场的大幅拉升，该基金也将仓位维持在90%左右的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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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玛信息、东方财富、中信银行、中航

动力、太极股份和硕贝德涨幅分别为268.61%、225.11%、128.60%、49.52%、32.62%和22.67%，而且重仓的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由于重组概念也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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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东方财富和浙江众成涨幅高达186.11%和 175.99，此外太极股份 、九洲药业、海特高新涨

幅都在50%以上，表现十分出色。

投资建议 ：宝盈策略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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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产品研究/专题报告

均衡配置资产 组合攻守兼备

近期市场的波动较大，从券商、保险、银行到地产，整体呈现出明显的轮动补涨态势。 二季度股市资金环境整体依然宽松，无风险利率下行继续提振A股估值，稳增长政策频出使股市主题亮点轮动活跃。 建议投资者均衡配置低估值价值基金和有业绩支撑的真成长风格基金，投资组合构建攻守兼备。

本文推荐了南方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农银汇理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这4只基金都较为契合当前市场特征，供投资者参考。

产品推荐->cp1

南方中证 500ETF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南方中证500ETF” ）属于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13年2月6日，紧密跟踪中证 500指数，采用指数化投资，力求获得指数平均收益率 ，以使投资者可以分享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稳定收益。

◆投资要点

随着中证 500股指期货的推出，中证500指数基金将会迎来绝佳的发展机遇期，让更多的投资者分享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 作为首只中证500ETF，南方中证500ETF无论从规模 、流动性还是跟踪误差看 ，均明显优于同类品种，有望成为专业配对交易和策略配置的首选投资标的。

◆ 产品特征

聚焦优质中小盘股，超额收益显著 ：中证500指数是中证指数公司的规模指数之一，于2007年1月15日发布，汇集了沪深两市流动性和成长性较好的500只中小盘股，综合反映了A股市场中小市值公司的整体状况 。 首先，中证500指数成分股具有高成长性。 从 2013年财务数据来看 ，中证500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为14%，优于沪深300的 12%，并且较中小板指 3%的净利润增长率优势明显；其次 ，超额收益显著。 2012年至2015年一季度末 ，中证500累计

上涨122%，明显高于同期沪深 300的73%和中小板指的 86%；最后，中证500指数当前估值仍处合理区间 。 截至2015年4月 22日，中证 500的PE为58倍 ，与中小板指49倍的 PE相差不大，并且相较创业板93倍的 PE来说，估值仍显合理，未来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最优秀的中证500ETF，或成期指首选投资标的：随着中证 500股指期货的推出，中证500指数基金将会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期。 中证500指数相关金融产品满足了投资者对中小财富和风险管理的需求，拓展了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让更多的投资者分享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 作为首只中证500ETF，南方中证500ETF无论规模还是流动性方面均遥遥领先于其他中证 500ETF，并且该基金近一 年的跟 踪误差 仅为 0.017，显 著低于其 他中证

500ETF。 南方中证500ETF有望成为专业配对交易和策略配置的首选投资标的。

高效的上交所ETF模式，管理人指数化投资实力超群 ：该基金采用ETF运作模式，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费用低廉，交易高效，能够实现跨市场T+0套利。 南方基金作为国内持续领先的大型基金公司之一，其指数化投资实力长期稳居同行前列，管理的ETF数量、规模均居同行前列。

产品推荐->cp2

大摩量化配置

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大摩量化配置” ）属于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12年12月11日，通过数量化模型，优化资产配置权重，力争在降低组合风险的同时，获得超越比较基准的超额收益。

投资要点

大摩量化配置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投资运作过程中无不体现其数量化特性。 在大类资产配置以及股票资产行业配置方面使用公司深度开发并且已被成熟运用的数量化模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已取得 131.2%的收益，显著高于同期沪深300指数。 从基金运作来看 ，大摩量化配置采取相对稳定的股票持仓比例控制措施 ，降低由于股票持仓比例波动过于频繁影响

到数量化投资策略的效果。

产品特征

业绩领先同业，今年尤为突出：大摩量化配置从2012年 12月11日成立以来，已取得131.2%的收益，显著高于同期沪深 300指数。 从各区间表现看，该基金2014年业绩表现尤为突出，该年度取得 55.3%的收益，在同类362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高居第18位；今年以来，该基金已取得 42.4%的收益，超越同期沪深300指数8个百分点。

大类资产以及行业配置方面以成熟的数量化模型为决策依据：大摩量化配置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投资策略过程中无不体现其数量化特性。 该基金在资产配置方面采取“自上而下” 的多因素分析决策支持，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对股票资产和固定收益类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进行分析预测，确定中长期的资产配置方案。 在行业配置策略方面，采用结合公司深度开发并且已被

成熟运用的行业多因子阿尔法模型和Black-Litterman资产配置模型的量化模型以及其他量化模型进行行业配置。

基金经理管理业绩突出：基金经理刘钊曾在深交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历任五矿证券总裁助理 、研究部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2010年1月加入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现担任数量化投资部总监和大摩多因子策略、大摩深证300、大摩量化配置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在管理大摩多因子策略、大摩深证 300和大摩量化配置期间，分别取得了42.93%、20.30%和92.56%的年化任职回报，均远超

同业平均水平。 其中，管理大摩多因子策略任职回报在同类可比315只股基中列第33位，大摩深证 300和大摩量化配置任职回报在同类可比 32和363只股基中分列第6和第 27位。

嘉实研究精选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嘉实研究精选” ）属于股票型基金。 设立于2008年5月 27日，该基金通过持续、系统、深入的基本面研究，挖掘企业内在价值，寻找具备长期增长潜力的上市公司，以获取基金资产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要点

嘉实研究精选自成立以来，已取得 348.32%的收益，显著高于同类 84.08%的平均水平。 基金经理陈少平投资经验丰富。 管理人嘉实基金综合实力雄厚，目前国内最大的合资基金公司之一。

产品特征

业绩稳居同业前列：自该基金成立以来累计净值增长348.32%，远超同期沪深300指数逾264.28个百分点。 从其他各期业绩来看，今年以来该基金凭借出色的投资管理能力净值增长 44.87%，超越指数比率10个百分点。 1年收益率、3年收益率和5年收益率分别为 98.56%、169.67%和143.97%。 1年收益率名列 377只同类可比股票型基金第122位，3年收益率则名列同类可比 302只股票型基金第34位，5年收益率列同类可比194只股票型基金第8位。

注重行业配置，精选优质个股：嘉实研究精选维持中等的仓位水平，结构上以大消费为主体配置。 其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股票仓位较前一季度小幅下降至 88.65%，现金和其他资产仓位小幅上涨。 该基金以均衡为主要的配置选择，以泛消费为基础配置，大幅降低金融 、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比例 ，积极配置了一些弹性方向，比如航空、农业、互联网相关产业等，取得了较好的行业配置效果。 10只重仓股近3个月全部上涨，平均涨幅 47.25%，其中春秋航空涨幅更是高达228.09%。

基金管理人综合实力雄厚，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管理人成立于 1999年，于2002年底被选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首批投资管理人。 2005年 6月，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参股嘉实，使得嘉实基金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合资基金公司之一。 2015年一季度末 ，公司管理公募基金资产规模2765.48亿元，在可比的94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3位。 基金经理陈少平具有丰富的投研经验，历史管理业绩稳定。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农银汇理消费主题” ）属于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12年 4月24日，主要投资具有良好基本面和成长潜力的消费相关行业股票，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为投资者创造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回报。

投资要点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主要投资于与居民消费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 ，凭借其稳定的投资管理能力，今年以来净值增长58.12%，居同业前列。 该基金选股能力突出，投资风格灵活，较能把握个股的波段机会。 基金经理付娟历史管理业绩出色，任职回报领先同业。

产品特征

业绩表现优异：今年以来，农银汇理消费主题净值增长58.12%，超越股票型基金平均水平 9.13个百分点，在同类可比的 416只股票型基金中列第93位；最近两年收益率为136.60%，在同类可比的340只股票型基金中列第 41位；该基金成立以来总回报达192.28%，年化回报 43.07%，在同类可比的448只产品中列第99位。

聚焦消费行业，择股能力突出：目前中国处于消费升级阶段，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作为消费行业主题基金未来有望继续取得较好收益。 该基金择股灵活，能把握个股的波段机会 。 2012年底重仓医药地产个股；2013年始终坚持精选估值合理、增长确定的成长股；2014年遵循相对低估值、高增长以及行业大空间等选股思路 ，对计算机、医药、传媒等行业进行了超

配，同时紧跟市场节奏四季度加仓金融、地产等蓝筹个股；今年则将配置重点放在优质的成长股和二线蓝筹，均取得不错投资效果。 10只重仓股近三个月平均涨幅高达89.35%，南京新百、中科金财、三星电气涨幅分别为188.44%、172.76%和119.25%。

基金经理业绩突出：基金经理付娟拥有会计学博士学位，曾担任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 目前担任农银汇理消费主题和农银汇理中小盘基金经理 ，其所管理两只股票型基金业绩优异。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任职回报率高达192.28%，年化回报43.02%，在同类可比的 303只股票型基金中名列第 19位。 农银汇理中小盘任职回报率为149.21%，年化回报53.40%，在同类可比的336只股票型基金中名列第43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