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河行业优选：精选优质个股 业绩领先同业

推荐理由：银河行业优选将“自上而下” 的资产配置及动态行业配置与“自下而上” 的个股优选策略相结合，优选景气行业或预期景气行业中的优势企业进行投资，在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主动式管理，追

求基金中长期资本增值。 在第十二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中，银河行业优选被评为“五年期开放式股票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行业优选” ）设立于2009年 4月24日。 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基金资产规模为 23 .10亿元，基金份额总额为10 .89亿份。 2015年7月，银河行业优选基金类型由股票型变更为混合型。

历史业绩：历史业绩十分优异，各统计区间均领先同业。 截至2015年11月5日，该基金自今年以来已取得累计净值增长48 .43%的优异表现，超越同业平均水平13 .08个百分点。 从各期业绩表现来看，该基金凭借其出色的投资管理能

力分别取得了近一年49 .41%和两年104 .29%的优异成绩，均超越沪深300指数及同业平均水平，为投资者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超额回报。从中长期业绩来看，银河行业优选最近三年、最近五年净值分别增长209 .89%和 147 .72%，分别居同业

第11、第2位。

投资风格：准确把握行业热点，精选优质个股。该基金优选景气行业或预期景气行业中的优势企业进行投资，在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基金中长期资本增值。对于行业热点的准确把握和出色的选股能力是

银河行业基金各期业绩表现突出的主要原因。 银河行业优选长期看好信息技术行业，对于周期性行业，该基金持有周期不长，根据市场热点切换及时转换仓位配置水平。 今年上半年，银河行业优选在行业和股票配置上 以成长 股为

主，仓位维持在较高水平。 配置上重点布局医疗健康和医疗信息化、医药电商 、医药康复等，同时兼顾国企改革 、无人机 、汽车后市场等热点主题领域，很好地把握住了市场脉络 。 三季度前期在配置中明显增加了相对抗跌的防御性品

种，仓位也有所降低。 在三季度后期，随着配资清理接近尾声，该基金仓位有所提高 ，但在配置上仍以均衡配置为主。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银河行业优选属于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属于风险较高 、预期收益较高的基金产品。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并期望获得

较高收益的投资者。 （民生证券 闻群）

汇添富价值精选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成立于2009年1月 23日，该基金的股票投资对象为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公司 ，重点关注经营领先稳健型、并购重组型和

资源低估型这三种类型的公司。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突出的风险分散及选股能力。

长期业绩优异，盈利能力突出：截至 2015年11月5日，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上涨311 .87%，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67 .56%。 今年以来 ，该基

金依然保持良好的业绩增长势头 ，净值上涨 56 .38%，为投资者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回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各个年度都保持了同类 基金前 1/3的

业绩，盈利能力较为突出。

操作风格稳健，选股能力出色：从最新一期天相评级结果来看，该基金C.L指标得分在纳入统计范围的 484只开放式混合基金中排名第 38位 ，

显示出其在三年运作中良好的择时能力。 同时该基金M .C.V.指标得分排在同类基金第2名，选股能力排在同类基金前列。 2015年，该基金延续了

价值和成长相结合、根据估值水平变化对组合进行动态调整的策略。

基金经理任期回报领先同业：陈晓翔2007年4月加入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任行业研究员，现任股票投资副总监。 陈晓翔自汇添富价

值精选混合成立以来，一直掌管该基金，阶段收益率311 .87%，较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高 204 .43%，较同期上证指数高236 .16%。 陈晓翔任职年化

率为23 .19%，在同期可比 260名基金经理中排名第3位。

建信积极配置

建信积极配置混合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自上而下积极 、动态地配置大类资产，该基金换帅后业绩表现突出，基金 经理对

于板块轮动把握精准，选股能力较强，该基金偏好业绩成长确定性板块，长期表现值得关注。

业绩稳定性强，长期业绩突出：建信积极配置混合成立于 2011年1月18日，属于混合中的灵活配置型产品，截至2015年11月 5日，该基 金成立

以来净值上涨120 .10%，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113 .49%。 今年以来净值上涨51 .88%，为投资者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回报。

仓位灵活 ，板块轮动把握精准：建信积极配置混合权益类投资占比 30%-80%，仓位设置较为灵活。 三季度股市暴跌，该基金进 行了大幅 减

仓，净值回撤幅度较小，最新季报显示 ，该基金股票仓位仅有39 .79%，体现仓位相对灵活的优势。 去年四季度重仓金融板块，今年一季度重仓互

联网，二季度更是加大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配置比例 ，三季度大幅降低股票投资比例，主要配置制造业，对于市场风格轮动把握较为精准。

基金经理风格稳健：基金经理姚锦 ，目前担任建信基金管理公司权益投资部副总监兼研究部首席策略分析师。 自 2014年1月20日起开始管

理该只基金至今，姚锦任职期间该基金净值快速增长，任职回报为 100 .09%，较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高78 .70%，较同期上证指数 高 30 .19% ，显

现出基金经理的较强的投资管理能力。

华商动态阿尔法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以下简称“华商动态阿尔法 ” ）通过量化模型筛选出具有高Alpha的股票，利 用主动 投资管

理与数量化组合管理的有效结合，综合主动投资和被动组合管理的优势，为投资者获取超额收益 。

长期业绩表现良好： 华商动态阿尔法成立于2009年11月 24日，2013年以 51 .46%的年度收益摘得混合型基金的收益亚军 ，2015年的年

度收益位列同类基金前 20%之列。 此外，从各阶段业绩统计来看，最近一个月、最近一年业绩表现分别上涨22 .15%、50 .42%，业绩表现稳

健，持续性良好，大部分时间高于基础市场及同业均值。

高仓位集中投资：华商动态阿尔法置属于混合灵活配置型基金，其权益类投资占比30%-80%，根据该基金披露的季报，其股 票仓位

长期在70%-80%之间徘徊 ，持续高位，说明该基金重选股轻择时。 此外 ，该基金偏好集中投资，配置的行业数量多在3-5个 ，相对较 少 ，

该基金重点投资制造业大行业。 三季报显示，该基金股票仓位是 77 .39%，其中制造业的仓位高达75 .17%。

明星基金经理掌舵：华商动态阿尔法的基金经理是梁永强，他从该基金成立以来就一直管理该基金，至今已近6年。 梁永强现 任华

商基金公司副总经理、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他的任职该基金的年化收益率为16 .76%，在同期328位基 金经理

中排名第5位。 他善于精选个股，管理能力优异。

嘉实研究精选

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型基金（以下简称“嘉实研究精选” ）通过持续、系统、深入的基本面研究，挖掘企业内在价值。 嘉实研究精选采用“自下而上” 的精

选策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精选个股，构建投资组合，长期投资。

业绩表现平稳：嘉实研究精选成立于2008年5月 27日，并于今年8月 3日根据新的基金运作办法，由股票型基金变更为混合型基金，投资比例与 之前相 比

不发生变化，股票投资比例为 60%-95%。 该基金成立7年来在牛、熊 、震荡各类型市场中游刃有余，最近五个单独年度的业绩排名均位列同类基金前 1/3，成

立以来累计分红 6次。 此外 ，最近一年业绩上涨59 .87%，业绩表现稳健，持续性良好。

精选价值型蓝筹股：嘉实研究精选在系统、细致、前瞻性基本面研究的基础上，精选价值型蓝筹股，采用买入并长期持有投资策略，既降低了换手率 ，又

保证了基金获得更多的收益。 2015年之前，该基金各季度重仓股名单中，多以大盘蓝筹类个股为主，并少量配置成长风格个股。

积极投资，淡化择时：该基金基于企业内在价值进行长期投资，发掘具备成长性、能够创造价值公司 ，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 合的方 法 ，构建 投

资组合。 今年三季度之前，该基金的股票仓位一直偏高 ，多在85%-95%的范围内徘徊，持续高位，反映了该基金试图通过精选个股来获取收益的投资思路 。

今年二季度末股市大跌 ，该基金通过积极的仓位降低，避免更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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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行业优选将“自上而下”的

资产配置及动态行业配置与 “自下

而上”的个股优选策略相结合，优选

景气行业或预期景气行业中的优势

企业进行投资，在有效控制风险、保

持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 通过主动

式管理，追求基金中长期资本增值。

在第十二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

中，银河行业优选被评为“五年期开

放式股票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汇添富价值精选 建信积极配置 华商动态阿尔法

嘉实研究精选

银河行业优选：精选优质个股 业绩领先同业

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银河行业优选” ）设立

于2009年4月24日。 截至2015年三

季度末， 基金资产规模为23.10亿

元， 基金份额总额为10.89亿份。

2015年7月， 银河行业优选基金类

型由股票型变更为混合型。

历史业绩：历史业绩十分优异，

各统计区间均领先同业。 截至2015

年11月5日，该基金自今年以来已取

得累计净值增长48.43%的优异表

现，超越同业平均水平13.08个百分

点。从各期业绩表现来看，该基金凭

借其出色的投资管理能力分别取得

了近一年49.41%和两年104.29%的

优异成绩，均超越沪深300指数及同

业平均水平， 为投资者取得了十分

可观的超额回报。 从中长期业绩来

看，银河行业优选最近三年、最近五

年 净 值 分 别 增 长 209.89% 和

147.72%，分别居同业第11、第2位。

投资风格： 准确把握行业热点，

精选优质个股。该基金优选景气行业

或预期景气行业中的优势企业进行

投资，在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良好流

动性的前提下，追求基金中长期资本

增值。对于行业热点的准确把握和出

色的选股能力是银河行业基金各期

业绩表现突出的主要原因。银河行业

优选长期看好信息技术行业，对于周

期性行业， 该基金持有周期不长，根

据市场热点切换及时转换仓位配置

水平。 今年上半年，银河行业优选在

行业和股票配置上以成长股为主，仓

位维持在较高水平。配置上重点布局

医疗健康和医疗信息化、 医药电商、

医药康复等， 同时兼顾国企改革、无

人机、 汽车后市场等热点主题领域，

很好地把握住了市场脉络。三季度前

期在配置中明显增加了相对抗跌的

防御性品种，仓位也有所降低。 在三

季度后期， 随着配资清理接近尾声，

该基金仓位有所提高，但在配置上仍

以均衡配置为主。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银河行

业优选属于混合型基金， 其预期收

益及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在证

券投资基金中属于风险较高、 预期

收益较高的基金产品。 适合风险承

受能力较强， 并期望获得较高收益

的投资者。 （民生证券 闻群）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成立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该基金的股票投资对象为价值

相对低估的优质公司， 重点关注经营领

先稳健型、 并购重组型和资源低估型这

三种类型的公司。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

突出的风险分散及选股能力。

长期业绩优异，盈利能力突出：截至

2015年11月5日， 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

上涨311.87%，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167.56%。 今年以来，该基金依然保持良

好的业绩增长势头，净值上涨56.38%，为

投资者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回报。 该基金

自成立以来各个年度都保持了同类基金

前1/3的业绩，盈利能力较为突出。

操作风格稳健， 选股能力出色：从

最新一期天相评级结果来看，该基金C .

L指标得分在纳入统计范围的484只开

放式混合基金中排名第38位，显示出其

在三年运作中良好的择时能力。 同时该

基金M.C .V.指标得分排在同类基金第2

名，选股能力排在同类基金前列。 2015

年， 该基金延续了价值和成长相结合、

根据估值水平变化对组合进行动态调

整的策略。

基金经理任期回报领先同业： 陈晓

翔2007年4月加入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任行业研究员， 现任股票投资

副总监。 陈晓翔自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

成立以来，一直掌管该基金，阶段收益率

311.87%， 较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高

204.43%， 较同期上证指数高236.16%。

陈晓翔任职年化率为23.19%， 在同期可

比260名基金经理中排名第3位。

投资要点

建信积极配置混合根据宏观经济周

期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自上而下积极、动

态地配置大类资产， 该基金换帅后业绩

表现突出， 基金经理对于板块轮动把握

精准，选股能力较强，该基金偏好业绩成

长确定性板块，长期表现值得关注。

业绩稳定性强，长期业绩突出：建信

积极配置混合成立于2011年1月18日，

属于混合中的灵活配置型产品， 截至

2015年11月5日， 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

上涨120.10%， 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

涨113.49%。今年以来净值上涨51.88%，

为投资者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回报。

仓位灵活，板块轮动把握精准：建信

积极配置混合权益类投资占比 30%

-80%，仓位设置较为灵活。 三季度股市

暴跌，该基金进行了大幅减仓，净值回撤

幅度较小，最新季报显示，该基金股票仓

位仅有39.79%，体现仓位相对灵活的优

势。去年四季度重仓金融板块，今年一季

度重仓互联网， 二季度更是加大交通运

输、仓储邮政业的配置比例，三季度大幅

降低股票投资比例，主要配置制造业，对

于市场风格轮动把握较为精准。

基金经理风格稳健： 基金经理姚

锦，目前担任建信基金管理公司权益投

资部副总监兼研究部首席策略分析师。

自2014年1月20日起开始管理该只基金

至今，姚锦任职期间该基金净值快速增

长，任职回报为100.09%，较同期同类基

金平均收益高78.70%，较同期上证指数

高30.19%，显现出基金经理的较强的投

资管理能力。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基

金（以下简称“华商动态阿尔法”）通过量

化模型筛选出具有高

Alpha

的股票，利用

主动投资管理与数量化组合管理的有效

结合， 综合主动投资和被动组合管理的

优势，为投资者获取超额收益。

长期业绩表现良好： 华商动态阿尔

法成立于2009年11月24日，2013年以

51.46%的年度收益摘得混合型基金的

收益亚军，2015年的年度收益位列同类

基金前20%之列。 此外，从各阶段业绩统

计来看，最近一个月、最近一年业绩表现

分别上涨22.15%、50.42%， 业绩表现稳

健，持续性良好，大部分时间高于基础市

场及同业均值。

高仓位集中投资： 华商动态阿尔法

置属于混合灵活配置型基金， 其权益类

投资占比30%-80%，根据该基金披露的

季报，其股票仓位长期在70%-80%之间

徘徊，持续高位，说明该基金重选股轻择

时。 此外，该基金偏好集中投资，配置的

行业数量多在3-5个，相对较少，该基金

重点投资制造业大行业。三季报显示，该

基金股票仓位是77.39%， 其中制造业的

仓位高达75.17%。

明星基金经理掌舵：华商动态阿尔法

的基金经理是梁永强，他从该基金成立以

来就一直管理该基金，至今已近6年。 梁永

强现任华商基金公司副总经理、量化投资

部总经理、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他

的任职该基金的年化收益率为16.76%，在

同期328位基金经理中排名第5位。他善于

精选个股，管理能力较强。

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型基金 （以下简

称“嘉实研究精选”）通过持续、系统、深

入的基本面研究，挖掘企业内在价值。嘉

实研究精选采用 “自下而上” 的精选策

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精选个

股，构建投资组合，长期投资。

业绩表现平稳： 嘉实研究精选成立

于2008年5月27日，并于今年8月3日根据

新的基金运作办法， 由股票型基金变更

为混合型基金， 投资比例与之前相比不

发生变化， 股票投资比例为60%-95%。

该基金成立7年来在牛、熊、震荡各类型

市场中游刃有余， 最近五个单独年度的

业绩排名均位列同类基金前1/3，成立以

来累计分红6次。 此外，最近一年业绩上

涨59.87%，业绩表现稳健，持续性良好。

精选价值型蓝筹股：嘉实研究精选在

系统、细致、前瞻性基本面研究的基础上，

精选价值型蓝筹股，采用买入并长期持有

投资策略，既降低了换手率，又保证了基

金获得更多的收益。 2015年之前，该基金

各季度重仓股名单中，多以大盘蓝筹类个

股为主，并少量配置成长风格个股。

积极投资，淡化择时：该基金基于企

业内在价值进行长期投资， 发掘具备成

长性、能够创造价值公司，采用定量分析

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构建投资组

合。今年三季度之前，该基金的股票仓位

一直偏高， 多在85%-95%的范围内徘

徊，持续高位，反映了该基金试图通过精

选个股来获取收益的投资思路。 今年二

季度末股市大跌， 该基金通过积极的仓

位降低，避免更多的损失。

把握中长线主题投资机会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表格

经历了10月份的企稳上涨，目前市场人气较前期已有所恢复，后市整体机会大于风

险。11月初市场虽震荡加剧，但在调整整固后拾阶而上。策略上继续保持相对乐观，短期

震荡行情中交易难度加大，但中长期投资可开始布局。 中长期布局可忽略短期波动，主

动参与左侧交易，逐步完成资金建仓。基于短期市场震荡加剧的判断，因此，在选择权益

类基金品种时，重点关注择时能力较强的基金经理和风险控制较好的基金。在市场长期

风格不明确时，应注意把握市场中的中长线主题投资机会。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公司

2015

年三季度

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

（

2015.11.5)

过去三个月

（

2015.11.5)%

过去一年

（

2015.11.5)%

过去三年

（

2015.11.5)%

管理费率

（

%

）

托管费率

（

%

）

主要销售机构

519069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 混合型

2009/01/23

陈晓翔 汇添富

60.71 2.6540 2.31 91.51 167.56 1.50 0.25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

530012

建信积极配置混合 混合型

2011/01/18

姚锦 建信

3.23 2.0610 3.52 82.71 113.49 1.50 0.25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国泰君安、中信证券

630005

华商动态阿尔法混合 混合型

2009/11/24

梁永强 华商

18.62 2.5150 -4.26 50.42 197.28 1.50 0.25

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

070013

嘉实研究精选混合 混合型

2008/05/27

陈少平 嘉实

51.29 2.9280 -5.06 59.87 150.67 1.50 0.25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