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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基金投资攻略

□招商证券 宗乐 顾正阳

截至12月18日，共有39只公募基金正在募集或已公布发售公告。 其中，包

括7只股票型基金、2只指数型基金、13只混合型基金、7只保本型基金、6只债

券型基金、2只货币市场基金、1只绝对收益基金和1只QDII基金。基金发行的数

量略有回升，股票型基金继续增多。 随着市场出现企稳迹象，投资者开始逐步

回归二级市场。 美国加息靴子落地，A股表现平稳。 从中长期来看，公募基金作

为由专业投资者管理的集合理财产品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 本期我们从新基

金中精选出了4只产品进行简单的分析和介绍，供投资者参考。

新发基金基本情况

中邮绝对收益策略

中邮绝对收益策略（代码：002224）是中邮

基金公司推出的一只绝对收益型基金， 该基金

主要通过灵活应用各种金融工具和风险对冲策

略降低投资组合风险， 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

健增值益。该基金每3个月定期开放一次申购赎

回，用股指期货对冲多头股票系统性风险，权益

类空头头寸的价值占该基金权益类多头头寸的

价值的比例范围在80%-120%之间。

绝对收益策略，同类基金中表现稳健：中

邮绝对收益策略是一只绝对收益型基金。 该

基金用股指期货对冲股票多头头寸， 合约规

定净风险敞口不超过20%。 随着对冲工具的

丰富和政策的放开， 近两年来市场已成立了

13只同类型的基金，2015年前成立的6只基金

今年平均业绩12.7%，最高17.5%，最低9.8%，

今年平均最大回撤为-2.4%， 回撤最大的为

-4.5%，最小-1.2%。 由此来看，这类型绝对收

益型基金策略相似，业绩表现也较为接近。

绩优基金经理选股，历史业绩出色：该基

金采用双基金经理制。 拟任基金经理任泽松

现任投资部总经理助理， 目前管理了4只基

金，排名均位居同类领先水平。任泽松擅长成

长股投资，选股能力出色，其管理的产品获取

了较高的超额收益。 该基金将采用定量和定

性的相结合的方法精选个股， 充分发挥量化

策略和主动投资优势，构建投资组合。

量化对冲，控制风险：该基金的另一位基金

经理俞科进现为中邮基金公司量化投资部副总

经理，拥有多年的金融工程研究背景。该基金将

综合运用沪深300股指期货、 中证500股指期

货、上证50股指期货等多个工具，对冲组合的系

统性风险，提炼个股的超额收益，在承担较低风

险的前提下，为投资者获得稳健的回报。

发起式基金，利益捆绑：该基金是一只发

起式基金，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将认购不

低于1000万元，持有期不低于3年，实现与投

资者的利益捆绑，风险共担。 并且，该基金提

取10%的正收益作为附加管理费， 对基金经

理有着较强的激励作用。

投资建议： 该基金是一只多空对冲的绝

对收益型基金， 其预期风险和收益低于股票

型基金和一般的混合型基金， 建议风险承受

能力中等的稳健型投资者积极参与。

汇添富精准医疗

汇添富精准医疗（代码：501005）是汇添

富基金公司新发的一只指数型基金。 该基金以

中证精准医疗指数为跟踪标的，以复制指数为

目标，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反映精准医疗细分行

业平均收益的被动产品。 该基金的股票资产投

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90%， 其中投资于中

证精准医疗主题指数成分股和备选成分股的

资产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

指数LOF基金，便捷的投资工具：汇添富

精准医疗是一只被动投资的指数型基金，以

复制跟踪指数标的走势为投资目标。 该基金

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精准医疗主题指数收

益率×95%＋活期存款利率×5%。 此外，该

基金还是一只LOF基金， 成立后将在上交所

上市， 届时投资者可以方便地在二级市场上

买入卖出其基金份额，既可以长期配置，又可

以作为短期波段操作的投资工具。

紧抓热点主题，把握投资先机：精准医疗

是应用现代遗传技术、分子影像技术、生物信

息技术，结合患者生活环境和临床数据，实现

精准的疾病分类和诊断， 制定具有个性化的

预防、治疗方案。 自美国提出“精准医疗计

划” 后，各国纷纷推进。 中国科技部计划到

2030年前， 我国将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600

亿元， 强大的支持力度将催生行业的蓬勃发

展，有望诞生全球领先的精准医疗企业。

主题指数，密切贴近市场：中证指数公司于

2015年8月正式推出了精准医疗指数， 该指数

将从事疾病筛查与诊断、数据解读、个性化治疗

与用药， 以及其他与精准医疗相关的上市公司

归为精准医疗主题，目前包含30只指数成分股，

每季度调整，以便及时反映行业发展变化。

发起式基金，优势显著：该基金是一只发

起式基金，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将认购不低

于1000万元，持有期不低于3年，实现与投资者

的利益捆绑，风险共担。 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降

低了基金的成立门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基金

管理人看好精准医疗板块的未来发展。

投资建议： 该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与较

高预期收益水平的品种，基金仓位较高，受系统

性风险影响以及单一行业风险影响较大， 建议

风险承受能力较高、 看好精准医疗板块未来发

展前景和投资潜力的投资者积极参与认购。

嘉实环保低碳

嘉实环保低碳（代码：001616）是嘉实基金

新发行的一只股票型基金，重点投资于环保低碳

主题行业的股票，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

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该基金的股票

仓位为80%-95%，其中投资于环保低碳相关产业

的股票不低于非现金资产的80%。 该基金的业绩

比较基准为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收益

率×80%＋中证综合债券指数收益率×20%。

高仓位运作， 重点配置环保低碳主题：合

约规定该基金的股票仓位最低为80%，且投资

于环保低碳相关产业的股票占非现金基金资

产的80%以上。未来运作时，基金经理将维持较

高的股票仓位和较高的行业集中度，淡化大类

资产配置，侧重选股，以此获取超额收益。

“绿色发展”政策扶持，环保低碳行业前景

向好：2015年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绿色发展”

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

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在经济转

型过程中， 必然会为环保低碳相关行业带来一

系列的新需求、新产品和新模式，行业成长空间

巨大。因此，中长期重点布局该行业的投资者有

望获取良好的绝对回报和超额收益。

聚焦选股，把握投资机会：在行业前景明

朗的大背景下，嘉实基金推出了这只以环保低

碳为投资主题的股票型基金，争取把握未来环

保低碳行业快速增长带来的投资机会。 该基金

所定义的环保低碳相关产业主要指在经济转

型大背景下，利用能源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相

关产业，包括环保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工业

自动化等相关产业。 基金将运用“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 相结合的方法精选个股，深挖

符合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方向，并具备持续增

长潜力、估值水平相对合理的上市公司。

基金经理研究功底扎实： 拟任基金经理

李化松拥有9年证券从业经验及多年环保行

业研究员从业经历，对环保、新能源、电力设

备等领域具有很深的了解。

投资建议：该基金是股票型基金，最低仓

位为80%， 属于较高预期风险与较高预期收

益水平的品种。 由于基金仓位较高、 行业集

中， 因此受系统性风险和单一行业风险的影

响较大，建议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看好低碳环

保板块的投资者积极参与。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 （代码：

001877） 是宝盈基金新发行的一只股票型基

金， 重点投资于国家安全战略相关行业的上

市公司证券。该基金的股票仓位为80%-95%，

重点投资于国家安全战略相关行业的上市公

司证券。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

收益率×65%＋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20%

＋恒生综合指数收益率×15%。

高仓位运作，重点配置国家安全战略主题：

该基金合约规定股票仓位最低为80%， 且重点

投资国家安全战略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证券，该

部分股票占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以上。 未来

运作时， 基金经理将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

方法，精选出优质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

国家安全需求催生投资机会：近年，国内

外政治、军事形势错综复杂，国家安全战略成为

了不可避免的话题。 国防军工战略、能源战略

和信息安全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我国政策扶持、大力支持、积极引导的

重要战略领域。 在此背景下，宝盈基金推出了

这只以国家安全战略为投资主题的股票型基

金，主要投资于国防、能源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领

域。 作为现代化建设战略任务，国家安全产业

将长期发展，相关行业的优秀上市公司适合作

为长期配置标的。

根据宏观形势调整A股港股配置：由于A

股和H股折溢价长期存在， 而降低门槛的港

股全新通道新近开启，港股存在投资机会。 该

基金将借助港股通机制， 对优质的港股通标

的股票进行配置， 基金组合中拥有不超过

40%的仓位权限投资港股通标的。 基金管理

人将研究宏观经济环境、 政策环境和市场指

标，深入剖析宏观经济形势与资本市场环境，

自上而下地实施积极的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调整内地和香港两地股票配置比例。

基金经理研究功底扎实： 拟任基金经理张小

仁拥有7年证券从业经历， 具有多年制造业上下游

研究经历，研究功底扎实，对相关行业有深入了解。

投资建议： 该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与

较高预期收益水平的品种。 该基金的股票仓

位较高，受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建议风险承

受能力较高、 看好国防安全板块和对港股有

一定配置需求的投资者积极参与。

基金名称 市场代码 基金类型 管理人 托管人 基金经理 认购费率 申购费率 赎回费率 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 风险定位

中邮绝对收益策略 002224 绝对收益型 中邮基金 兴业银行 任泽松、俞科进

M＜50万，1%； M＜50万，1.5%；

N＜7日，1.5%；

0.70% 0.20% 较低风险

7日≤N＜30日，0.75%

50万≤M＜200万,0.6%; 50万≤M＜200万,1%; 30日≤N＜365日，0.5%

200万≤M＜500万,0.2% 200万≤M＜500万,0.5% 1年≤N＜2年，0.25%

M≥500万,每笔1000元 M≥500万,每笔1000元 2年≤N，0

汇添富中证精准医疗A 501005 股票指数型 汇添富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 吴振翔

M＜50万，0.6%； M＜50万，0.8%；

N＜30日，0.1%；

0.75% 0.10% 较高风险50万≤M＜100万,0.4%; 50万≤M＜100万,0.5%;

M≥100万,每笔1000元 M≥100万,每笔1000元 30日≤N，0

嘉实环保低碳 001616 股票型 嘉实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 李化松

M＜100万，1.2%； M＜100万，1.5%；

N＜7日，1.5%；

1.50% 0.25% 较高风险

7日≤N＜30日，0.75%

100万≤M＜200万,0.8%; 100万≤M＜200万,1%; 30日≤N＜365日，0.5%

200万≤M＜500万,0.5% 200万≤M＜500万,0.6% 1年≤N＜2年，0.25%

M≥500万,每笔1000元 M≥500万,每笔1000元 2年≤N，0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 001877 股票型 宝盈基金 中国银行 张小仁

M＜100万，1.2%； M＜100万，1.5%；

N＜7日，1.5%；

1.50% 0.25% 较高风险

7日≤N＜30日，0.75%

100万≤M＜200万,0.8%; 100万≤M＜200万,1%; 30日≤N＜180日，0.5%

200万≤M＜500万,0.6% 200万≤M＜500万,0.8% 180日≤N＜365日，0.2%

M≥500万,每笔1000元 M≥500万,每笔1000元

1年≤N＜2年，0.1%；

2年≤N，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