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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金牛基金追踪

推

荐

理

由

广发行业领先基金通过把握

宏观经济周期及行业生命周期

的发展趋势，发掘发展前景良好

的行业或处于复苏阶段的行业

中的领先企业进行投资，力争实

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凭

借良好的既往业绩、突出的选股

能力， 该基金于

2015

年

3

月被评

为“三年期开放式股票型持续优

胜金牛基金”。

兴全轻资产 银河行业优选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嘉实研究精选

广发行业领先：把握热点行业 盈利能力突出

广发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广发行业领先” )是广发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第13只权

益类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10年11

月，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该基金的

资产规模为44.72亿元，份额为24.49

亿份，最近一年规模增长较快。

历史业绩：稳定靠前，盈利能力

突出。 截至2015年11月19日，该基金

成立以来净值上涨135.00%， 超越同

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58.11%，超越同

期上证指数109.60%； 最近三年该基

金净值上涨219.29%； 最近两年该基

金净值上涨138.34%； 最近一年该基

金净值上涨92.94%；今年以来，该基金

依然涨势不减，净值上涨58.14%，为投

资者赢得了不错的回报。 该基金自成

立以来经历了牛、 熊、 震荡等各类市

场， 各个年度均位列同类基金前30%

的业绩， 为投资者带来了长期稳定可

靠的收益，盈利能力不可小觑。

投资风格：把握热点行业，选股

能力突出。 该基金重点关注那些发

展前景良好的行业或处于复苏阶段

的行业， 并从中选取基本面较好的

领先企业进行投资。 从最新一期天

相评级结果看，该基金M.C.V.指标

得分在纳入统计的484只开放式混

合基金中排名第6位，显示出优秀的

选股能力。 同时该基金C.L指标得分

排在第77位，择时能力也较好。该基

金自成立以来，仓位多在80%-90%

之间徘徊，较为稳定，今年以来，仓

位不断下降至三季末的69.75%，反

映了该基金通过精选个股实现收益

的投资思路。 在行业配置方面，该基

金的投资较为分散， 行业的配置数

量多在7-10个， 除重点配置制造业

大行业外， 跟随市场热点不断调整

其他行业的配置， 交通运输仓储邮

政业、TMT、金融、房地产、环保等

热门行业都是其配置对象。

基金经理刘晓龙拥有硕士学位

并持有证券业执业资格证书，他曾任

广发基金公司研究发展部行业研究

员、 研究小组主管， 他于2010年3月

11日起担任广发聚丰股票的基金经

理助理。 在他任职期间，该基金的年

化收益为18.67%，领先于其他大部分

基金经理的年化收益。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广发行

业领先基金属于混合基金中的积极

配置型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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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相投顾）

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兴全轻资产”）属于混合型

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12

年

4

月

5

日，以挖

掘经营所占用资本较少、 通常所依赖的

固定资产资本较少的“轻资产公司”为主

要投资策略， 力求获取当前收益及实现

长期资本增值。

业绩优异：兴全轻资产今年以来（截

至2015年11月19日， 下同） 净值增长

98.31%， 排名全部同类可比446只偏股

混合基金第6位； 从其他各统计区间来

看，最近一年、最近两年、最近三年业绩

均居同业前列， 分别取得了92.21%、

175.59%和322.09%的优异成绩；成立以

来已取得281.14%的收益。

操作风格灵活： 兴全轻资产基金在

2015年一季度减少了去年底以来上涨较

多的金融地产配置，增加了包括医药、消

费以及成长股相关的配置。 由于对市场

前景开始担忧， 今年二季度随着市场的

加速上涨， 较大力度减持了前期持有的

部分已泡沫化的成长股， 在二季度后期

增加了包括金融、消费相关的配置，总体

配置趋向保守，并降低了仓位，希望用防

御性配置及谨慎的仓位来控制整体投资

风险，应对可能的市场波动。

基金经理管理业绩突出： 基金经理

谢治宇2007年加入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2010年起在兴业全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专户投资部任投资经理。 现担

任兴全合润分级、兴全轻资产基金经理，

任职回报分别居于同类可比398只基金

第11位、445只基金第3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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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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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基金中长期资本

增值。

2015

年

7

月银河行业优选基金类

型由股票型变更为混合型。

历史业绩十分优异，各统计区间均

领先同业：该基金自今年以来已取得累

计净值增长57.34%的优异表现。从近一

年各期业绩表现来看，该基金凭借其出

色的投资管理能力分别取得了近一年

59.34%和两年109.99%的优异成绩，为

投资者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超额回报。 银

河行业优选最近三年、最近五年净值分

别增长249.13%和161.10%。

准确把握行业热点， 精选优质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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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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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基金经理

王海华曾任职于中石化集团第三建设公

司、 宁波华能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有限

公司。 2004年6月加入银河基金，历任中

央交易室交易员、研究部研究员、银河行

业优选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银河行业优

选、银河康乐和银河蓝筹精选基金经理。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富国天惠精选成长”）属

于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05

年

11

月

16

日， 主要投资具有良好成长性且合

理定价的股票， 在利用金融工程技术控

制组合风险的前提下， 谋求基金资产的

长期最大化增值。

业绩表现优异：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今年以来净值增长59.04%；从最近一年

业绩表现来看，该基金凭借其稳定的投

资管理能力取得了70.86%的优异成绩，

超越同期同类可比开放混合型基金的

平均水平；从成立以来业绩来看，该基

金成立以来总回报高达898.65%， 年化

回报25.84%， 在同类可比494只产品中

列第89位。

投资策略连贯，择股能力突出：根据

过去三年平均股票仓位测算，该基金的仓

位水平一直处在比较高的水平。富国天惠

精选成长希望基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快

速发展，并通过富国成长型股票机制评估

体系来建立富国“G.D.P真钻投资组合” ，

寻找成长股的投资机会。契约策略和基金

经理自下而上、专注于成长型投资和长期

投资的风格相得益彰，较为完善的选股流

程可以帮助提高个股的投资精准。

基金经理业绩十分突出： 基金经理

朱少2005年11月起任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基金经理，2008年11月同时担任汉盛基

金经理， 其所管理的这两只基金产品业

绩优异。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任职回报率

高达713.49%，年化回报25.83%，在同类

可比70只偏股型基金中名列第8位。

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嘉实研究精选”）属于混合型

基金。 设立于

2008

年

5

月

27

日，该基金主

要通过持续、系统、深入的基本面研究，

来挖掘企业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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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17%， 远超同期

沪深300指数267.34个百分点。从其他各

期业绩来看， 今年以来该基金净值增长

42.24%，超越沪深300指数35.41个百分

点。年收益率、三年收益率和五年收益率

分别为61.83%、165.18%和127.42%。 年

收益率名列445只同类可比基金第193

位，三年收益率则名列同类可比395只基

金第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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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15年第三

季度报告显示， 股票仓位较前季度下降

至63.93%，现金仓位大幅上涨。 该基金三

季度保持谨慎的仓位， 以景气度改善的

农业等板块的优质公司为主要配置，保

持了较低的仓位，取得了较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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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金经理陈少平具有丰富的投研经验，历

史管理业绩稳定。

股市震荡依旧 维持均衡配置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表格

指数连续小幅调整后，上周四展开反弹，周五再次上行。 但受到打新影响，市

场很难在短期内突破进入上升通道，预计沪指将维持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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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管理

人选股能力出色且在震荡市中业绩表现突出的基金。 本期推荐的四只基金均较为

契合当前市场，供投资者参考。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2015

年三季度末

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

(2015.11.19)

今年以来业绩

(2015.11.19)%

最近一年业绩

(2015.11.19)%

最近两年业绩

(2015.11.19)%

主要销售机构

163412

兴全轻资产 混合型

2012-04-05

谢治宇 兴业全球基金

12.15 2.7210 98.31 92.21 175.59

工商银行

,

光大银行

,

建设银行

,

民生银行

519670

银河行业优选 混合型

2009-04-24

王海华 银河基金

23.10 2.6650 57.34 59.34 109.99

华泰证券

,

工商银行

,

光大银行

,

邮政储蓄银行

161005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混合型

2005-11-16

朱少醒 富国基金

28.73 2.6088 59.04 70.86 101.44

北京银行

,

光大证券

,

广发证券

,

海通证券

070013

嘉实研究精选 混合型

2008-05-27

陈少平 嘉实基金

51.29 2.9730 42.24 61.83 93.51

北京银行

,

民生证券

,

招商银行

,

农业银行

广发行业领先：把握热点行业 盈利能力突出

推荐理由 ：广发行业领先基金通过把握宏观经济周期及行业生命周期的发展趋势，发掘发展前景良好的行业或处于复苏阶段的行业中的领先企业进行投资，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凭借良好的既往业绩、突出的选股能 力，该基金 于

2015年3月被评为“三年期开放式股票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广发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广发行业领先” )是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第13只权益类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10年11月，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44.72亿元，份额为 24.49亿份，最近一年规模增长较快。

历史业绩 ：稳定靠前，盈利能力突出。 截至2015年 11月19日，该基金成立以来净值上涨 135.00%，超越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58.11%，超越同期上证指数 109.60%；最近三年该基金净值上涨219.29%；最近两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38.34%；最近一年该基金

净值上涨 92.94%；今年以来，该基金依涨势不减，净值上涨 58.14%，为投资者赢得了不错的回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经历了牛、熊、震荡等各类市场，各个年度均位列同类基金前30%的业绩，为投资者带来了长期稳定可靠的收益，盈利能力不可小觑。

投资风格 ：把握热点行业，选股能力突出。 该基金重点关注那些发展前景良好的行业或处于复苏阶段的行业，并从中选取基本面较好的领先企业进行投资。 从最新一期天相评级结果看，该基金M .C.V.指标得分在纳入统计的 484只开放式混合基金

中排名第 6位，显示出优秀的选股能力。 同时该基金C.L指标得分排在第 77位，择时能力也较好。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仓位多在80%-90%之间徘徊，较为稳定，今年以来，仓位不断下降至三季末的69.75%，反映了该基金通过精选个股实现收益 的投资 思

路。 在行业配置方面，该基金的投资较为分散，行业的配置数量多在7-10个，除重点配置制造业大行业外，跟随市场热点不断调整其他行业的配置，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TMT、金融、房地产、环保等热门行业都是其配置对象。

基金经理刘晓龙拥有硕士学位并持有证券业执业资格证书，他曾任广发基金公司研究发展部行业研究员、研究小组主管，他于2010年 3月11日起担任广发聚丰股票的基金经理助理。 在他任职期间，该基金的年化收益为 18.67%，领先于 其他大 部分

基金经理的年化收益。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广发行业领先基金属于混合基金中的积极配置型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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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相投顾）

兴全轻资产

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兴全轻资产” ）属于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12年4月 5日，以挖掘经营所占用资本较少 、通常所依赖的固定资产资本较少的“轻资产公司” 为主要投资策略，力求获取当前收益及实现长期

资本增值。

◆ 产品特征

业绩优异 ：兴全轻资产今年以来（截至2015年11月 19日，下同）净值增长98.31%，排名全部同类可比446只偏股混合基金第 6位；从其他各统计区间来看，最近一年、最近两年、最近三年业绩均居同业前列，分别取得了 92.21%、175.59%和 322.09%的

优异成绩；成立以来已取得 281.14%的收益。

操作风格灵活：兴全轻资产基金在 2015年一季度减少了去年底以来上涨较多的金融地产配置，增加了包括医药、消费以及成长股相关的配置。 由于对市场前景开始担忧，今年二季度随着市场的加速上涨，较大力度减持了前期持有 的部分 已泡

沫化的成长股，在二季度后期增加了包括金融、消费相关的配置，总体配置趋向保守 ，并降低了仓位，希望用防御性配置及谨慎的仓位来控制整体投资风险，应对可能的市场波动。

基金经理管理业绩突出 ：基金经理谢治宇2007年加入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0年起在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专户投资部任投资经理。 现担任兴全合润分级、兴全轻资产基金经理，任职回报分别居于同类可比398只基金第11位、445

只基金第 34位。

银河行业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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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景气行业或预期景气行业中的优势企业进行投资，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基金中长期资本增值。 2015年7月银河行业优选基金类型由股

票型变更为混合型。

◆产品特征

历史业绩十分优异，各统计区间均领先同业：该基金自今年以来已取得累计净值增长57.34%的优异表现。 从近一年各期业绩表现来看，该基金凭借其出色的投资管理能力分别取得了近一年59.34%和两年109.99%的优异成绩，为投资者

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超额回报。 银河行业优选最近三年、最近五年净值分别增长249.13%和 161.10%。

准确把握行业热点，精选优质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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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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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经理投研经验丰富 ：基金经理王海华曾任职于中石化集团第三建设公司、宁波华能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有限公司。 2004年 6月加入银河基金，历任中央交易室交易员、研究部研究员 、银河行业优选基金经理助理，现 任银河 行业优

选、银河康乐和银河蓝筹精选基金经理。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属于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05年 11月16日，主要投资具有良好成长性且合理定价的股票，在利用金融工程技术控制组合风险的前提下，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最大化增

值。

◆ 产品特征

业绩表现优异：富国天惠精选成长今年以来净值增长59.04%；从最近一年业绩表现来看，该基金凭借其稳定的投资管理能力取得了70.86%的优异成绩，超越同期同类可比开放混合型基金的平均水平；从成立以来业绩来看，该基金成立以来 总回报 高

达898.65%，年化回报25.84%，在同类可比494只产品中列第 89位。

投资策略连贯，择股能力突出：根据过去三年平均股票仓位测算，该基金的仓位水平一直处在比较高的水平。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希望基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并通过富国成长型股票机制评估体系来建立富国“G.D.P真钻投资组合” ，寻找成

长股的投资机会 。 契约策略和基金经理自下而上、专注于成长型投资和长期投资的风格相得益彰 ，较为完善的选股流程可以帮助提高个股的投资精准。

基金经理业绩十分突出 ：基金经理朱少2005年 11月起任富国天惠精选成长基金经理，2008年 11月同时担任汉盛基金经理，其所管理的这两只基金产品业绩优异。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任职回报率高达713.49%，年化回报 25.83%，在同类可比70只偏股型基

金中名列第8位。

嘉实研究精选

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嘉实研究精选” ）属于混合型基金。 设立于2008年5月 27日，该基金主要通过持续、系统、深入的基本面研究，来挖掘企业内在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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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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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17%，远超同期沪深300指数 267.34个百分点。 从其他各期业绩来看，今年以来该基金净值增长42.24%，超越沪深300指数35.41个百分点。 年收 益率 、三 年收益率 和五年 收益率 分别为 61.83%、

165.18%和127.42%。 年收益率名列 445只同类可比基金第193位，三年收益率则名列同类可比395只基金第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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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股票仓位较前季度下降至63.93%，现金仓位大幅上涨。 该基金三季度本基金保持谨慎的仓位，以景气度改善的农业等板

块的优质公司为主要配置，保持了较低的仓位，取得了较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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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经理陈少平具

有丰富的投研经验，历史管理业绩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