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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金牛基金追踪

推

荐

理

由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由明星基金经

理李小羽管理，长期业绩排名居前，业

绩稳定性较好。随着基金业绩的提升，

该基金的规模也出现了稳定的增长。

该基金是二级债基， 主要投资债券市

场，同时通过参与股票投资，以期获得

较高的回报。凭借良好的盈利能力、出

色的业绩稳定性，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

在

2014

年度被评为 “五年期开放式债

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南方绩优成长 汇添富蓝筹稳健 华商主题精选

大摩多因子策略

长信利丰：投资风格稳健 业绩稳定居前

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是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第一只债券型基金，也是该公

司旗下首只二级债基。 该基金设立

于2008年12月29日， 截至2015年

二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23.85

亿元，在最新一期的天相基金绩效

评级中，被评为5A级基金。

历史业绩：历史业绩优异，业绩

稳定性良好。截至2015年7月3日，长

信利丰债券基金设立以来净值上涨

82.85%， 位列同类二级债基第3位；

成立六年多来， 该基金除了2011年

债券大跌时业绩为负之外， 其余五

年每年均取得了正收益， 且业绩排

名均位于同类前30%。今年上半年业

绩增长19.21%，在纳入范围的135只

二级债基A类份额中排名第18位，为

投资者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回报。

投资风格：风格稳健。 长信利

丰债券基金从成立至今一直都是

由基金经理李小羽管理，该基金经

理现任长信基金公司总经理助理

和固定收益部总监，其投资风格较

为稳健，固定收益管理能力得到业

内认可。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规定其

投资于债券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基金资产的80%，其中投资于公司

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以企业

为主体发行的债券资产投资比例

不低于基金债券资产的20%。 该基

金成立六年多来，债券的平均仓位

为100.24%， 最高的债券仓位发生

在2014年二季度债市上涨的行情

下，为146.64%，但从整体来看，该

基金很少采用高杠杆的投资策略。

具体到债券组合上，长信利丰债券

基金主要以信用债为投资对象。 该

基金成立以来信用债市值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平均比例为69.55%。 对

于转债投资， 该基金投资比例较

低，成立以来可转债市值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平均比例仅为11.64%。转

债的投资比例较低，使得该基金的

业绩波动性有所降低。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长信利

丰债券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中的

二级债基， 风险等级为中等风险。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不高，偏好债券

型基金并期望少量参与股票投资

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选择。

（天相投顾）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南方绩优成长”）属于股票型

基金，设立于

2006

年

11

月

16

日。该基金在

适度控制风险并保持良好流动性的前提

下，根据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质量、成长性

与投资价值的权衡与精选， 寻求超越基

准的投资回报与长期稳健的资产增值。

长期业绩表现优异：南方绩优成长

自成立以来 （截至2015年7月2日），已

取得293%的收益，年化回报17.18%，高

于同业平均水平。 今年以来，收益同样

高达48%。长期业绩表现优异，近五年区

间取得收益105%， 显著高于同业平均

水平，列同业前1/3。

精选绩优成长股，配置均衡：南方绩

优成长不仅重视上市公司的业绩与成长

性，更注重公司的业绩与成长性的质量，

精选中长期持续增长或未来阶段性高速

增长、业绩质量优秀、且价值被低估的绩

优成长股票作为主要投资对象。 在投资

运作方面， 南方绩优成长具有很强的择

时能力，在2014年三季度将仓位大幅提

升，精准把握住了牛市上涨行情；行业配

置较为均衡，周期、成长、防御均有一定

比例配置； 持股方面倾向于分散并长期

持有一揽子绩优股组合，选股能力突出。

两位基金经理均具有丰富投研经

验： 南方绩优成长由史博和张原共同管

理， 两位基金经理均具有丰富的投研经

验。 两位基金经理均具有出色的管理业

绩： 史博管理的南方新优享年化回报高

达43%，排名居同业前列；张原管理的南

方高增长业绩排名居同业前1/4附近。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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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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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

金业绩持续优异，今年以来，基金已取得

66%

的收益，排名居同类型基金第

3

名。

业绩持续优异： 汇添富蓝筹稳健基

金自成立以来，已取得205%的收益。 今

年以来，基金已实现收益66%。 近一年、

近两年、近三年、近五年业绩均大幅超越

同类平均水平， 业绩排名分居同期同类

型基金的前1/12、前1/3、前1/4和前1/5。

聚焦低估值蓝筹， 配置正当时：该

基金优选价值相对低估的蓝筹公司股

票，基金遵循一套科学完善的股票优选

体系，以确保筛选到相对低估值的蓝筹

公司股票，并且将股票资产全部投资于

蓝筹公司。 从其资产配置来看，股票配

置比例相对较低，但在牛市确定的情况

下会大幅提高仓位，在市场较高以及较

为低迷时大幅降低仓位；持股方面偏爱

低估值蓝筹公司，持股相对较为集中，

平均持有期较长。

基金经理优秀， 业绩更有保障：汇

添富蓝筹稳健由叶从飞、 雷鸣先同管

理，二人均为新生代优秀基金经理的代

表，业绩表现出色。 叶从飞管理的另一

只基金汇添富均衡增长自2012年3月

管理以来，已实现104%的收益，年化回

报23.85%；雷鸣管理的另一只基金汇添

富成长焦点自2014年3月管理以来，已

实现收益97%，年化回报70.66%。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华商主题精选”）属于股票型

基金。该基金以追求资本可持续增值为目

的，以深入的基本面分析为基础，把握主

题投资的脉络， 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

下，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以及企

业经营绩效提升所带来的股权溢价。

各阶段业绩稳定居前： 统计显示，

华商主题精选成立以来累计已取得

230.26%的收益， 大幅超越同期沪深

300指数174.79个百分点， 年化回报

47.24%，收益高于同类平均水平，在同

期可比476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64

位。 从各统计区间看，该基金最近半年、

一年、两年分别取得了40.86%、79.61%

和157.81%的收益， 均超越同业平均水

平，为持有人创造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高仓位运作，精选投资主题：该基

金自设立以来维持高仓位运作， 坚持

“自上而下” 为主、“自下而上” 为辅的

投资视角，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充分体现

“主题投资” 这个核心理念。 深入分析

挖掘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各类投资主

题得以产生和持续的内在驱动因素，重

点投资于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投资

主题中的优质上市公司。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历史管理

业绩优异：基金经理梁永强管理华商动

态阿尔法、华商主题精选以来分别取得

了158.10%和230.26%的任职回报，年

化回报分别为18.42%和47.19%。 其中，

管理华商动态阿尔法任职回报在同类

可比119只基金中列第1位。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

票型基金（以下简称“大摩多因子策略”）

属于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大摩多因子策略采用数量化模型

驱动的选股策略为主导投资策略，精选股

票进行投资， 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力争获取超越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业绩领先同业， 今年尤为突出：大

摩多因子策略从2011年5月17日成立以

来，已取得150.67%的收益，高于同类平

均水平。 从各区间表现看，该基金今年

以来表现突出，该基金共取得66.57%的

收益， 在同类可比415只股基中位列第

24位；1年收益率为101.87%，在同类可

比390只股基中列第40位。

量化选股，风险分散：大摩多因子策

略通过管理人开发的“大摩多因子阿尔

法模型” 进行股票选择并据此构建股票

投资组合。 该模型是建立在多因子阿尔

法模型的基础上， 根据中国资本市场的

实际情况， 由管理人的金融工程团队开

发的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数量化选股

模型。 通过模型计算每只股票的因子加

权得分， 并挑选总得分最高的若干只个

股最终构建投资组合。 由此构建的投资

组合选股十分分散，非系统风险较低。

基金经理管理业绩突出：基金经理

刘钊2010年1月加入摩根士丹利华鑫基

金，管理大摩多因子策略任职回报在同

类可比314只股基中列第17位， 大摩量

化配置任职回报在同类可比362只股基

中分列第29位， 大摩量化配置在465只

基金中居第3位。

市场震荡调整阶段 兼守价值成长基金

表格

连续两周的破位下跌之后，央行及时出台政策稳定情绪，预计本轮行情

的调理需要一系列组合拳，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市场或持续震荡，低估值的金

融、地产、食品以及有国企改革预期的蓝筹板块将有较好表现。 建议投资者

继续保持低估值价值基金和有业绩支撑的真成长风格基金的均衡配置，组

合配置攻守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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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7.2)

最近三个月业绩

(2015.7.2)%

最近一年业绩

(2015.7.2)%

最近两年业绩

(2015.7.2)%

主要销售机构

202003

南方绩优成长 股票型

2006-11-16

史博

,

张原 南方基金

76.95 1.9182 1.73 75.11 72.26

工商银行

,

广发银行

,

平安银行

,

兴业证券

519066

汇添富蓝筹稳健 混合型

2008-07-08

叶从飞

,

雷鸣 汇添富基金

6.79 2.1110 5.55 94.35 85.35

工商银行

,

农业银行

,

交通银行

,

招商银行

630011

华商主题精选 股票型

2012-05-31

梁永强

,

马国江 华商基金

39.35 3.1270 6.47 79.61 157.81

建设银行

,

农业银行

,

交通银行

,

银河证券

233009

大摩多因子策略 股票型

2011-05-17

刘钊

,

杨雨龙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25.38 2.0850 10.68 101.87 180.08

建设银行

,

工商银行

,

中国银行

,

兴业证券

长信利丰 ：投资风格稳健 业绩稳定居前

天相投顾

推荐理由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由明星基金经理李小羽管理，长期业绩排名居前，业绩稳定性较好。 随着基金业绩的提升，该基金的规模也出现了稳定的增长。 该基金是二级债基，主要投资债券市场 ，同时通过参与股票投资，以期获得较高的回报。 凭借良好的盈利能力、出色的业绩稳定性，长信利

丰债券基金在2014年度被评为“五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是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第一只债券型基金，也是该公司旗下首只二级债基。 该基金设立于2008年 12月29日，截至2015年二季度末，该基金资产规模为 23.85亿元，在最新一期的天相基金绩效评级中，被评为5A级基金。

历史业绩 ：历史业绩优异，业绩稳定性良好。 截至2015年 7月3日，长信利丰债券基金设立以来净值上涨82.85%，位列同类二级债基第3位；成立六年多来，该基金除了 2011年债券大跌时业绩为负之外，其余五年每年均取得了正收益，且业绩排名均位于同类前 30%。 今年上半年业绩增长19.21%，在纳

入范围的 135只二级债基A类份额中排名第18位，为投资者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回报。

投资风格 ：风格稳健。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从成立至今一直都是由基金经理李小羽管理，该基金经理现任长信基金公司总经理助理和固定收益部总监，其投资风格较为稳健，固定收益管理能力得到业内认可。 长信利丰债券基金规定其投资于债券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其中投资于

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以企业为主体发行的债券资产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债券资产的20%。 该基金成立六年多来，债券的平均仓位为100.24%，最高的债券仓位发生在 2014年二季度债市上涨的行情下，为 146.64%，但从整体来看，该基金很少采用高杠杆的投资策略。 具体到债券组合上，长信利

丰债券基金主要以信用债为投资对象。 该基金成立以来信用债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平均比例为69.55%。 对于转债投资，该基金投资比例较低，成立以来可转债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平均比例仅为 11.64%。 转债的投资比例较低，使得该基金的业绩波动性有所降低。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长信利丰债券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中的二级债基，风险等级为中等风险。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不高，偏好债券型基金并期望少量参与股票投资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选择。

南方绩优成长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南方绩优成长” ）属于股票型基金，设立于2006年11月 16日。 该基金在适度控制风险并保持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根据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质量、成长性与投资价值的权衡与精选，寻求超越基准的投资回报与长期稳健的资产增值。

◆产品特征

长期业绩表现优异：南方绩优成长自成立以来（截至2015年7月 2日），已取得 293%的收益，年化回报17.18%，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今年以来，收益同样高达48%。 长期业绩表现优异，近五年区间取得收益 105%，显著高于同业平均水平，列同业前1/3。

精选绩优成长股，配置均衡：南方绩优成长不仅重视上市公司的业绩与成长性，更注重公司的业绩与成长性的质量，精选中长期持续增长或未来阶段性高速增长、业绩质量优秀、且价值被低估的绩优成长股票作为主要投资对象。 在投资运作方面，南方绩优成长具有很强的择时能力，在14年三季度将仓位大幅 提升 ，精 准把

握住了牛市上涨行情；行业配置较为均衡，周期、成长、防御均有一定比例配置 ；持股方面倾向于分散并长期持有一揽子绩优股组合，选股能力突出。

两位基金经理均具有丰富投研经验：南方绩优成长由史博和张原共同管理，两位基金经理均具有丰富的投研经验。 两位基金经理均具有出色的管理业绩 ：史博管理的南方新优享年化回报高达 43%，排名居同业前列；张原管理的南方高增长业绩排名居同业前1/4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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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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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基金业绩持续优异，今年以来，基金已取得66%的收益，排名居同类型基金第3名。

◆产品特征

业绩持续优异：汇添富蓝筹稳健基金自成立以来，已取得 205%的收益。 今年以来，基金已实现收益 66%。 近一年、近两年、近三年、近五年业绩均大幅超越同类平均水平，业绩排名分居同期同类型基金的前1/12、前1/3、前 1/4和前1/5。

聚焦低估值蓝筹 ，配置正当时：该基金优选价值相对低估的蓝筹公司股票，基金遵循一套科学完善的股票优选体系，以确保筛选到相对低估值的蓝筹公司股票，并且将股票资产全部投资于蓝筹公司。 从其资产配置来看，股票配置比例相对较低，但在牛市确定的情况下会大幅提高仓位，在市场较高以及较为低迷时大幅降低仓

位；持股方面偏爱低估值蓝筹公司，持股相对较为集中，平均持有期较长。

基金经理优秀，业绩更有保障：汇添富蓝筹稳健由叶从飞 、雷鸣先同管理，二人均为新生代优秀基金经理的代表，业绩表现出色。 叶从飞管理的另一只基金汇添富均衡增长自2012年3月管理以来，已实现 104%的收益，年化回报 23.85%；雷鸣管理的另一只基金汇添富成长焦点自2014年 3月管理以来，已实 现收益 97%，年化回 报

70.66%。

华商主题精选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商主题精选” ）属于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以追求资本可持续增值为目的，以深入的基本面分析为基础，把握主题投资的脉络 ，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以及企业经营绩效提升所带来的股权溢价。

◆产品特征

各阶段业绩稳定居前：统计显示，华商主题精选成立以来累计已取得230.26%的收益，大幅超越同期沪深300指数174.79个百分点，年化回报47.24%，收益高于同类平均水平，在同期可比476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64位。 从各统计区间看，该基金最近半年、一年、两年分别取得了40.86%、79.61%和 157.81%的收益，均超越同业平均水平，为持有人创造了丰厚的投 资回

报。

高仓位运作，精选投资主题：该基金自设立以来维持高仓位运作，坚持“自上而下” 为主、“自下而上” 为辅的投资视角，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充分体现“主题投资” 这个核心理念。 深入分析挖掘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各类投资主题得以产生和持续的内在驱动因素 ，重点投资于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投资主题中的优质上市公司。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历史管理业绩优异：基金经理梁永强管理华商动态阿尔法、华商主题精选以来分别取得了158.10%和230.26%的任职回报，年化回报分别为18.42%和47.19%。 其中，管理华商动态阿尔法任职回报在同类可比119只基金中列第1位。

大摩多因子策略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基金（以下简称“大摩多因子策略 ” ）属于股票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11年5月17日，大摩多因子策略采用数量化模型驱动的选股策略为主导投资策略，精选股票进行投资，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取超越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 产品特征

业绩领先同业，今年尤为突出：大摩多因子策略从 2011年5月17日成立以来，已取得 150.67%的收益，高于同类平均水平。 从各区间表现看，该基金今年以来表现突出 ，该基金共取得66.57%的收益，在同类可比 415只股基中位列第24位；1年收益率为 101.87%，在同类可比390只股基中列第40位。

量化选股，风险分散：大摩多因子策略通过管理人开发的“大摩多因子阿尔法模型 ” 进行股票选择并据此构建股票投资组合。该模型是建立在多因子阿尔法模型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 ，由管理人的金融工程团队开发的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数量化选股模型。通过模型计算每只股票的因子加权得分，并挑选总得分最高的若干只个股最终构建投资组合。 由此 构

建的投资组合选股十分分散，非系统风险较低。

基金经理管理业绩突出：基金经理刘钊2010年 1月加入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大摩多因子策略任职回报在同类可比314只股基中列第 17位，大摩量化配置任职回报在同类可比 362只股基中分列第 29位，大摩量化配置在465只基金中居第3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