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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基金

张坤：寻找跨越周期的企业

□本报记者 常仙鹤

2016年A股市场先抑后扬， 并呈

现明显的结构分化，银行、食品饮料、

家电、建筑等行业表现较好，易方达

中小盘混合基金通过重仓白酒、家电

和机场等板块全年获得8.3%的净值

增长率，并在第十四届“中国基金业

金牛奖” 评选中，被评为“2016年度

开放式混合型金牛基金” 。 未来他仍

将坚持以精选行业和个股为根本来

获取超额收益， 选择市场空间广阔、

竞争格局稳定的行业以及长期逻辑

清晰、竞争壁垒高、管理优秀的企业，

通过分享这些优秀企业的成长收益

为投资者带来回报。

选股并持有

回顾2016年的操作， 张坤表示，

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配置了家电、白

酒等估值比较合理的板块，但那时表

现比较一般。 2016年市场风险偏好下

降，对家电、白酒等白马股的看法达

成一致，使得基金在此轮行情中获得

了不错的收益。

“我的策略就是纯粹地自下而上

寻找好企业。 ” 张坤坦言，自己是一个

偏保守的投资者，厌恶亏损，擅长做

微观积累， 对宏观大势却保持冷静。

而张坤对易方达中小盘基金的管理

也正是这种投资性格的折射，在张坤

所管理的基金持仓里，不少“心水”

股一拿就是四五年， 比如贵州茅台、

索菲亚等，前十大个股“换脸” 频率

相当低、持仓集中度比较高。“我的换

手率很低，不太会刻意迎合市场。 ” 张

坤说，相比猜市场涨跌，他更喜欢看

企业本身的变化，如果企业经营本身

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估值也没有过

度离谱，他就会一直持有，如果出现

了大的变化才会去调整， 因为他认

为，“一个策略长期有效短期必然是

无效的，你很难给老虎插上翅膀。 ”

对于具体怎么选股， 张坤介绍，

首先是过往成绩单要优秀，即企业本

身的ROE和ROIC过去五年十年的平

均水平在A股里能排在前20%， 其次

是其优秀成绩可以持续，要弄清楚企

业获得好成绩的原因，以及这个原因

是否可以持续下去。 经过初步筛选

后，还要看企业在行业里的竞争力水

平是否可以维持在前三名，以及其他

的财务指标，如企业的杠杆率、负债

率，客户和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即应收

款和应付款情况、 现金流是否充裕，

固定资产要比较少，经过这些综合判

断后再去跟公司的管理层做沟通。 张

坤介绍，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沟通要

做得比定期报告的发布频率更紧密，

只有对企业有足够的信心，才能敢于

重仓做大的配置。

牛股将会集中于五大行业

对于未来的市场， 张坤表示，他

不会去“猜大势” ，但是坚信不管在

什么样的市场，能够穿越牛熊的企业

股价会不断创新高。他说，“希望找到

一些企业，利润不断往上走，经得起

时间考验，这类企业会集中存在于科

技、消费、医药、寡头的制造业、垄断

的公用事业五大行业。 ”

在张坤的投资字典里，不亏钱是

第一要务，第二要务就是要分享优秀

企业的成长。 未来他仍将坚持以精选

行业和个股为根本来获取超额收益。

在行业方面， 选择市场空间广阔、竞

争格局稳定的行业；个股方面，重点

选择长期逻辑清晰、竞争壁垒高和管

理优秀的两类企业，一是经过时间考

验的行业龙头公司，二是经营模式有

特色的中小公司。 我们争取通过分享

这些优秀企业的成长收益为投资者

带来回报。

张坤还坦言，他有一个最大的理

想，就是寻找三百家能够穿越牛熊的

公司并长期持有与他们一起成长，其

中在A股有200家左右， 在港股有

50-100家， 在中概股有30-50家，它

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企业，有很高的资

本回报，不断创新高，并能穿越牛熊。

“它们大都来自于非周期性行

业，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不是那么

明显。 ” 张坤介绍，未来科技、消费、医

药、寡头的制造业、垄断的公用事业

五大行业会涌现出这一类股票。 “真

正穿越周期的牛股都有共性，就是资

本回报高，商业模式比较稳定，成长

速度不快但很扎实。 它们很容易在行

业中形成统治性优势，因为经济发展

到中后期，社会的财富和利润总量是

有限的，在总量中能够切多少利润蛋

糕，得看这家企业是否足够强。 ”

易方达平稳增长混合基金

陈皓：投资要练就好心态

□本报记者 常仙鹤

Wind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年

底 ， 易方达平稳增长混合基金自

2011年底以来的复权单位净值增长

率达到104.93%，大幅跑赢同期沪深

300指数和上证综指近64个百分点。

陈皓自2012年9月28日任职以来，为

该基金获取的总回报率达143.15%。

该基金在第十四届 “中国基金业金

牛奖” 评选中，被评为“五年期开放

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在陈

皓看来，“投资是一件比较简单和朴

素的事情，不需要阳春白雪，所谓大

道至简，用在投资中就是要不断地思

考， 并做出大概率的判断和选择，赚

能赚到的钱。 ”

与“热度” 保持距离

陈皓在管理基金以前，主要从事

机械和军工行业的研究工作，偏中游

的行业属性使其对上游和下游的产

业链均有所涉猎，并对宏观和微观领

域均保持洞察。 因此，回溯过去几年

的持股历史，陈皓的投资组合范围相

对较广，个股集中度并不高，能够较

好地把握行业之间的轮动。

在行业和个股方面，陈皓偏向新

兴行业， 但同时也可以兼顾其他行

业，不同行业区别对待，针对产业发

展阶段和竞争格局的不同， 来选择

不同的标的。 比如同样是家电，白电

领域就会选格力和美的， 而在厨电

领域则要选华帝。“中国的经济体量

足够大， 未来会有很多细分行业发

展起来。 ”

陈皓表示，他更喜欢“自下而上”

挑选热度不是那么高的个股，因为选

择景气度向上行业里面偏小的公司，

其弹性会更大一些。 不过，他也强调，

前提是这家公司在产业里要有专注

力和执行力，财务报表也要更健康。

过去五年多的时间，市场大起大

落，对于很多年轻的基金经理来说都

是全新的体验。 有些基金经理会采取

跟随策略，但陈皓却选择与市场情绪

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瞬息万变的A股市场， 顺从

人性是最容易的，然而最容易的决定

往往都是错的。 ” 陈皓表示，投资是一

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延续

性和连贯性，所以在市场发生大的风

格转换时，面对压力抑或诱惑一定要

保持心态冷静，独立思考，做出前瞻

性的判断。

“即便是风格转换， 我也不会马

上做出调整，而是会观察思考一段时

间，渐进式地调整组合。 ” 他表示，要

时刻关注主要矛盾的边际变化和市

场预期，稍有惰性和侥幸之心就可能

付出惨重代价。 比如在2015年中期市

场去杠杆伊始，陈皓判断，由资金推

动的大牛市已经结束，而后，市场经

过几次剧烈下跌， 风险已经大为释

放，从技术上也有反弹的需要，市场

呈现出结构化、 大票跑赢小票的特

点，易方达平稳增长采取的策略正是

“自上而下” 选择估值合理的标的，

并取得了较好收益。

成长股弹性会更大

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市场，陈皓

认为，未来市场会偏稳定，整体资金

流入相对有限，出现趋势性机会的概

率较小， 但市场不乏结构性的机会。

2016年以来的“白马龙头” 行情还会

延续，但此时通过“自下而上” 挑选

一些成长股会更有优势。

“站在当前的时点看， 好的成长

股选手未来有机会战胜价值股选

手。 ” 陈皓认为，未来在新能源汽车、

消费电子、半导体、医药、传媒等领域

都会有好的成长股走出来，周期股中

也不乏优秀的公司。

在主题方面，陈皓看好军工和供

给侧改革。 对于军工行业，陈皓分析

指出， 虽然过去三年军工股表现并

不好，但未来军工的机会比较确定，

且军工行业经过调整后估值已经降

至较低的水平，具备“自下而上” 选

出优秀个股的可能性。 对于供给侧

改革，陈皓表示，今年上半年以前从

供给侧改革领域挑选个股更多是跟

着期货市场走， 未来则会更加关注

行业质地， 即资源禀赋比较优秀的

公司会持续获得青睐。 这些“禀赋”

包括ROE可以稳定在10%左右，能

够持续地盈利。“它们会渐渐脱离受

制于资源价格、跟着期货走的属性，

企业自身的价值将凸显， 估值会比

之前有所提升，盈利会更加稳定。 ”

陈皓认为，未来在环保的压力下，公

用事业的价格市场化会慢慢推动周

期性行业进行结构转型， 只有那些

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才能生存下

来， 而核心竞争力包括优秀的管理

能力、 先进的企业文化等企业本身

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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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2015年11月7日起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