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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宇 四川

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管理学博士。 历

任美国晨星公司

投资顾问部门数

量分析师，招商银

行博士后工作站

博士后研究员 。

2007年8月加入长

盛基金管理公司，

历任金融工程研

究员、产品开发经

理，首席产品开发

师，金融工程与量

化投资部副总监、

兼任长盛创新先

锋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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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电子信息产业混合基金

赵楠：中长期看好TMT和医药行业

□本报记者 刘夏村

凭借着长期持续优秀的业绩，

长盛电子信息产业混合基金荣获

“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

牛基金” 称号。一只基金的业绩长期

保持优秀， 犹如一场优秀基金经理

的 “接力跑” ， 而2015年的业绩证

明，赵楠是一位优秀的“接棒者” 。

据金牛理财网统计，去年“长盛电子

信息产业混合” 取得了88.27%的收

益，同期同类排名位居前十分之一，

大幅领先52.21%的基准收益率。

值得关注的是， 券商研究员和

保险资管的从业经历，使赵楠具备

了良好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形

成了追求绝对收益的投资理念。 今

年以来，尽管市场震荡疲软，他管

理的长盛新兴成长主题基金和长

盛互联网+主题基金均取得正收

益， 截至 7月 5日收益率分别达

21.5%和18%。 对于下半年走势，赵

楠认为市场有望迎来一波比3、4月

份强度大的反弹，TMT、 医药行业

将迎来投资机遇。

专注做绝对收益

去年5月，赵楠接棒了这只长盛

基金旗下的优秀基金产品。 在此之

前， 多年的券商研究员经历让他拓

宽了投资视野， 形成了自下而上的

选股风格；5年的保险账户管理经验

使他形成了追求绝对收益的投资风

格。 在他看来，未来资管行业的发展

趋势是更多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稳健

的回报， 而这需要基金经理具备良

好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 尤其是

在市场波动较大时候， 通过有效控

制仓位取得较好的超额收益。

事实上， 正是去年他对仓位的

有效控制，才使得长盛电子信息产

业混合基金的优秀业绩得以延续。

例如， 接棒之初，A股市场正值高

位， 控制风险被他视为第一要务，

因此他的及时减仓，有效控制了这

只基金的净值回撤。 在8月末9月

初，他明锐觉察到成长股估值已处

于低位，于是逐步加仓，并最终分

享了市场反弹的“胜利果实” 。 经

过一段时间强劲的市场反弹后，他

又于10月开始逐步减仓，有效控制

了今年初市场大幅震荡引发的净

值回撤。

值得关注的是，相比长盛电子

信息产业这只混合基金60%的最

低股票持仓，赵楠管理的另外两只

灵活配置型基金，由于持仓范围为

0%—95%， 所以仓位管理的操作

空间更大，更能凸显他出众的做绝

对收益的能力。 据金牛理财网统

计，截至7月5日，他管理的长盛新

兴成长主题基金今年以来的收益

率为21.5%， 长盛互联网+主题基

金今年以来的收益率为18%，上述

两只基金大幅跑赢-0.98%的平均

同类业绩。

中长期看好TMT和医疗行业

对于择时，赵楠有自己的心得。

在他看来，做好择时就必须要对宏

观策略有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加强

对市场流动性和盈利的关注，从而

把握市场走势的大方向。 对于选

股，他认为首先要选对行业，在这

些行业中再选择优秀的公司。 从投

资的角度看，进取的管理层、商业

模式及盈利点是选择优选公司的

重要维度。

赵楠坦言， 相对看好下半年市

场走势。 他认为，国内可能还会出台

相应的稳增长举措， 市场流动性可

能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同时一些促

进改革、创新的政策也有望落地，海

外不确定性也会相对减少。 在此背

景下，市场有望迎来一波比3、4月份

强度大的反弹， 成长股将迎来投资

机遇。

赵楠进一步表示，长期来看，比

较看好TMT行业和医药行业。 在经

济转型、产业结构变迁的当下，新兴

成长股的行业指数将在震荡中逐步

上行。 同时，刚性的、稳定的市场需

求决定了医疗行业中会产生牛股，

具有较好的投资机会。 对于此前市

场关注的次新股， 赵楠坦言次新股

中不少股票属于新兴成长行业，加

之市值不是特别大， 具有挖掘的价

值，但从短期来看，目前有资金炒作

的嫌疑。

长盛电子信息主题基金

赵宏宇：下半年市场走势预期乐观

□本报记者 刘夏村

凭借着155.4%的年度收益，

赵宏宇管理的长盛电子信息主题

基金被评为“2015年度开放式混

合型金牛基金” 。中国证券报记者

了解到， 在去年跌宕起伏的市场

环境中， 这只成长股风格的主题

基金取得如此好的业绩， 其原因

在于基金经理赵宏宇优秀的选股

能力和择时能力。

对于今年下半年市场走势，

赵宏宇直言持乐观态度。 他认为，

三、 四季度市场有望出现一轮估

值修复、成长性恢复的吃饭行情，

诸如消费类电子、信息服务、影视

娱乐、 医药医疗等新兴的主题方

向会有所表现。

择时能力显“神威”

赵宏宇属于典型的成长股投

资风格。 盘点赵宏宇管理的多只

基金的重仓股就不难发现，他专

注于新兴产业品种 ， 尤其是

TMT、医药医疗、智能制造、新能

源等方向的投资。 根据金牛理财

网的评级， 在同类377名基金经

理中，赵宏宇的选股能力排名第

18名。

值得关注的是，在去年A股市

场大幅波动中，成长股首当其冲。

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 赵宏

宇管理的 “长盛电子信息主题”

去年的净值增长率高达155.4%，

较 41.72%的基准收益率高 出

113.68个百分点。

实际上，“长盛电子信息主

题” 能取得如此好的相对收益，除

了赵宏宇出众的选股能力外，亦

离不开他优秀的择时能力。 赵宏

宇透露，去年5月沪深两市成交量

持续大幅放大之后， 他意识到市

场隐藏的下跌特别是杠杆资金的

爆仓风险，于是在6月初他毅然大

幅减仓，使仓位控制在10%以下。

市场后来的走势证明了这一举措

的正确性，在6月12日开始的持续

大幅震荡中， 成长股可谓是泥沙

俱下，而“长盛电子信息主题” 得

益于赵宏宇的“先知先觉” ，保住

了在牛市中取得的业绩。

此后，在市场的反复震荡中，

赵宏宇一直沉着应战， 基本保持

降低仓位。 直到四季度，赵宏宇判

断市场具有反弹机会， 于是又逐

步加仓至80%。 市场走势又一次

证明了赵宏宇的先见之明， 四季

度A股明显反弹， 高弹性的TMT

行业更是如此， 在此期间赵宏宇

持有的一些个股涨幅甚至高达

100%。

下半年走势预期乐观

赵宏宇坦言， 尽管今年上半

年面临一定压力， 但他依然专注

于TMT等领域，不会因为市场暂

时的“风口” 变化而改变自己的

投资风格。 在他看来，今年下半年

市场走势会较为乐观， 至少存在

成长股的结构性行情。 首先，上半

年经济数据显示国内宏观经济没

有明显下滑， 在调整经济结构的

过程中， 对新兴产业的投入将进

一步加大；其次，受去年市场波动

影响， 今年上半年市场以存量资

金博弈为主， 一些防御性板块受

到青睐。 随着未来市场逐渐企稳

反弹， 市场格局将发生变化，以

TMT行业代表的新兴行业会有所

表现。

在他看来，三、四季度市场有

望出现“吃饭行情” 。 所谓“吃饭

行情” 主要是估值修复、成长性恢

复的行情，在此背景下，一些诸如

消费类电子、 信息服务、 影视娱

乐、 医药医疗等新兴的主题方向

会有所表现。 他进一步表示，在电

子行业特特别看好上游的芯片、

集成电路领域。 目国内已经有一

些优秀的芯片公司， 随着国家在

此领域加大投入， 将促进国内相

关领域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同时，

芯片涉及诸多领域， 国内对此有

着强大的市场需求。 在计算机产

业中，诸如存储、服务器、大数据、

信息安全等相关行业公司亦有着

较好的前景， 投资者需要深入挖

掘既具有市场垄断地位， 又有一

定技术积累门槛的优质标的。 在

传媒产业中，一些传媒类公司、影

视院线公司、 游戏公司值得深入

挖掘。 医药医疗行业中生物制品、

外体诊断、专科医疗、医药研发辅

助等也是下半年应该关注的投资

方向。

赵楠 历 任

安信证券研究中

心研究员， 光大

永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权益

投资部高级股票

投资经理、 资深

股票投资经理、

权益创新业务负

责人、 投行总部

执 行 董 事 等 职

务。 目前担任长

盛电子产业基金

基 金 经 理 等 职

务。 他执掌的长

盛电子信息产业

基金截至2015年

底 三 年 期 收 益

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