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制造业转型

招商制造业转型（代码：001869）是招商基金旗下的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成立于2015年 12月2日，最新规模为 5 .7亿元，现任基金经理为王景。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中证综合债券指数收益率×40%。

投资要点

谨慎建仓，稳健增长：该基金自2015年年底成立，由于建仓谨慎，避过了2016年初熔断，2016年获得了11 .7%的收益，排名同类同期前5%，超越同类基金同期平均业绩 15 .7%。 2017年以来，基金获得了14 .8%的收益，超越同类基金同期业绩平均 7 .1%。 基金在不同的市场风格中，均体现了优秀的投资能力。

把握制造业转型中投资机会：该基金积极把握产业发展带来的投资机会，重点投资于制造业转型主题相关股票，这部分资产比例不低于非现金资产的80%。 基金所定义的制造业转型包括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10个领域，成长性好，想象空间广阔，市场关注度高。

股债并重，灵活调仓：根据基金合同，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0-95%。 基金成立以来，股票仓位在45-75%之间，债券仓位在0-40%之间灵活调整，把握不同资产类别投资机会。 股票方面，基金重仓股以中小创个股为主，最近两个季度青睐建筑装饰、电子等行业，同时也配置少量金融、家电等蓝筹进行防御。 基金对个股波段持有，调仓较快，半

数重仓个股持有周期在一季度之内。

中欧时代先锋

中欧时代先锋（代码：001938）是中欧基金旗下的一只普通股票型基金，成立于2015年11月 3日，最新规模为6 .1亿元，现任基金经理为周应波。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500指数收益率×90%+中证综合债券指数收益率×10%。

投资要点

成立至今业绩排名居首 ：中欧时代先锋基金成立于2015年末 ，自成立至今已获得了71 .4%的收益，在同期可比的137只基金中排名第1位。 此外，该基金在2016年及2017年至今均表现优秀，分别获得了15 .0%和31 .5%的收益，在市场风格变化的情况下均在同类可比基金排名前10%，远超同类平均水平和大盘表现，体现了优秀的市场适 应性和

业绩稳定性。

投资时代先锋，聚焦新兴产业：中欧时代先锋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 80%-95%，其中投资于“时代先锋相关股票 ” 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该主题是指受益于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新兴产业，并每年调整一次相关主题行业范畴 。

仓位稳定，大盘价值风格：该基金的股票仓位近一年均维持在85%左右 ，较高仓位稳定操作。 从重仓股来看，该基金整体呈现了大盘价值型风格，重仓股持仓集中度逐渐降低，近期前十大重仓股占股票比例维持在50%左右 ，持股较为均衡 。 主要重仓电气设备及电子等行业，一直将“国电南瑞” 作为第一重仓股，该个股为电力新能源行业的

龙头股，基本面优秀，市场看好，与该基金的投资主题相契合。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代码：001102）是前海开源基金旗下的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成立于2015年5月8日，最新规模为5 .6亿元，现任基金经理为曲扬 。 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收益率×70%+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30%。

投资要点

业绩表现稳定优秀：该基金自成立以来，每一年均获得了稳健的超额收益，尤其是 2016年，在市场大盘、同类平均及业绩比较基准均未获得正收益的情况下，该基金获得了9 .6%的收益，在同类可比基金中排名前5%，为投资者获取了较高的超额收益。 在2017年，该基金继续稳定发挥，至今已获得了 20 .3%的收益，在同类可比基金中排名前7%。

注重国家比较优势，挖掘潜力龙头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基金根据全球经济格局和中国国家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将发达市场的投资理念与中国股市的特点相结合，深入挖掘A股中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持续经营能力和广阔发展空间的优质公司 。 从其重仓股情况来看，该基金主要重仓电子等行业龙头股，重仓个股市值均较大 ，估值水平

较高，整体呈现出了大盘平衡型风格。

仓位调整灵活，持股集中：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该基金的仓位大多在 75-95%之间波动，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及时控制风险，捕捉相应的市场投资机会。 在持股集中度方面，近期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占股票资产的比例达到了90%左右，攻击性较强 ，体现了基金经理积极进取的投资风格。

大成精选增值

大成精选增值（代码：090004）是大成基金旗下的一只偏股混合型基金，成立于2004年12月 15日，最新规模为17 .6亿元，现任基金经理为李博。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75%+中国债券总指数收益率×25%。

投资要点

长期表现稳定优异：该基金自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7年获得正收益。 尤其在2016年该基金全年获得7 .9%的正回报 ，在同类所有基金中排名前3%，成绩亮眼；同时现任基金经理自2016年11月任职以来取得了 14 .1%的收益，体现出其在震荡市中控制风险 ，在结构行情中把握机会的能力。

挖掘成长价值，青睐中小创：该基金采用“自上而下 ” 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与“自下而上” 精选股票结合的投资策略，主要投资于具有竞争力比较优势和长期增值潜力的行业和企业的股票，希望能够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行业和企业的增长动力转化为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定增值。 从近几个季度重仓股来看，该基金主要持有中小创中的行业

龙头股，市值大多数在300亿以下，体现基金经理精选中小盘的成长风格。

权益仓位灵活，打新增强收益：该基金权益仓位较为灵活，新基金经理履任以来，权益仓位逐渐提高，二季度末达到高点89 .1%，体现出基金经理对当前市场较为主动积极的参与态度。 从具体持股来看，基金经理会选择少数股票进行重仓，并长期持有；其他股票仓位比较平均，基本保持在3%以下，从而保持一定的操作弹性。

市场预期切换 灵活稳健投资

招商证券基金评价与研究小组

在8月25日上证综指突破3300点后，市场情绪转为乐观，风险偏好明显回升 ，融资余额出现明显攀升 。 在乐观情绪的支撑下，当前A股除金融行业外，估值水平均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高于2010年至 2014年估值 。 然而，由于目前企业盈利增速呈现持续回落状态，不利于估值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同时大股东解禁压力逐步显现，市场正处在

预期变化的关键时期：成交量放大而市场指数并无明显上涨，显示投资者对后市观点分歧巨大。

在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因素之际，建议投资者选择风格稳健、灵活调仓的基金。 本期选出4只震荡市中表现优秀的偏股型基金，基金经理通过积极调整权益仓位或持仓结构 ，灵活把握市场机会，业绩稳健增值，取得优秀业绩。

诺安灵活配置：投资风格稳健 各期业绩优异

推荐理由：诺安灵活配置基金通过“自上而下” 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投资于内在价值被低估的上市公司，把握景气回归行业中的投资机会。 关注行业周期性特征，在行业轮动的市场中顺势而为，以实现行业优化配置。 诺安灵活配置基金通过良好的仓位控制、稳健的投资风格和出色的过往业绩，被评为“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是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发行的一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08年5月，截至2017年二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26 .00亿元，份额为11 .46亿份 。

历史业绩：长、短期业绩优异，盈利能力突出 。 根据天相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9月20日，该基金设立以来的净值增长率高达320 .33%，超越基准增长率119 .09%，在同类型基金中排名第1位。 该基金长期业绩稳定增长，一直位于同类型基金的前列 。 最近五年净值增长率为175 .17%，在同期同类型的148只基金中排名第15位；最近三年的净值增长率为 102 .17%，

在同期同类型的 268只基金中排名第 32位。 该基金的短期业绩同样可圈可点，截至2017年9月 20日，该基金近半年来的收益率为 12 .13%；最近三个月的收益率高达12 .63%，在同期1706只同类型基金中排名第99位，位居前列。

投资风格：风险控制能力强，操作风格稳健。 该基金兼顾资产配置和个股筛选，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追求稳定持续的投资收益。 在股票投资方面，该基金重点考察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筛选出具备高增长潜质的优势企业。 在2016年股市弱势期间，该基金同样能达到7 .03%的收益率，在同期 812只同类型基金中排名第 62位。 由此可见，该基金牛市

稳健，熊市业绩依然突出 。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业绩稳定。 基金经理张强，6年证券从业经验。 曾先后就职于齐鲁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任研究员。 2015年6月加入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3月起任诺安灵活配置混合的基金经理。 在张强任职期间，该基金的阶段收益率为 11 .25%，比同期同类型基金的平均收益高5 .36%。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中的灵活配置品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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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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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金牛基金追踪

推

荐

理

由

诺安灵活配置基金通过 “自

上而下”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投资

于内在价值被低估的上市公司，把

握景气回归行业中的投资机会。关

注行业周期性特征，在行业轮动的

市场中顺势而为，以实现行业优化

配置。诺安灵活配置基金通过良好

的仓位控制、稳健的投资风格和出

色的过往业绩，被评为“五年期开

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招商制造业转型 中欧时代先锋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

大成精选增值

诺安灵活配置：投资风格稳健 各期业绩优异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是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发行的一只灵活配置混合型

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08年5月，

截至2017年二季度末， 该基金的

资产规模为26.00亿元， 份额为

11.46亿份。

历史业绩：长、短期业绩优异，

盈利能力突出。 根据天相数据显

示，截至2017年9月20日，该基金

设 立 以 来 的 净 值 增 长 率 高 达

320.33% ， 超 越 基 准 增 长 率

119.09%，在同类型基金中排名第

1位。 该基金长期业绩稳定增长，一

直位于同类型基金的前列。 最近五

年净值增长率为175.17%，在同期同

类型的148只基金中排名第15位；最

近三年的净值增长率为102.17%，在

同期同类型的268只基金中排名第

32位。 该基金的短期业绩同样可圈

可点，截至2017年9月20日，该基金

近半年来的收益率为12.13%； 最近

三个月的收益率高达12.63%， 在同

期1706只同类型基金中排名第99

位，位居前列。

投资风格：风险控制能力强，操

作风格稳健。 该基金兼顾资产配置

和个股筛选， 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

提下，追求稳定持续的投资收益。 在

股票投资方面， 该基金重点考察上

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筛选出具备

高增长潜质的优势企业。 在2016年

股市弱势期间， 该基金同样能达到

7.03%的收益率， 在同期812只同类

型基金中排名第62位。 由此可见，该

基金牛市稳健，熊市业绩依然突出。

基金经理： 经验丰富， 业绩稳

定。 基金经理张强，6年证券从业经

验。 曾先后就职于齐鲁证券资产管

理公司、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任研究员。2015年6月加入诺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3月起任诺

安灵活配置混合的基金经理。 在张强

任职期间， 该基金的阶段收益率为

11.25%，比同期同类型基金的平均收

益高5.36%。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诺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混合型

基金中的灵活配置品种， 适合风险承

受能力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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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鹰）

招商制造业转型（代码：

001869

）是招

商基金旗下的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 成立

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 最新规模为

5.7

亿元，现

任基金经理为王景。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为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60%+

中证综合债

券指数收益率

×40%

。

谨慎建仓，稳健增长：该基金自2015年

年底成立，由于建仓谨慎，避过了2016年初

熔断，2016年获得了11.7%的收益， 排名同

类同期前5%， 超越同类基金同期平均业绩

15.7%。 2017年以来，基金获得了14.8%的

收益，超越同类基金同期业绩平均7.1%。 基

金在不同的市场风格中， 均体现了优秀的

投资能力。

把握制造业转型中投资机会： 该基金

积极把握产业发展带来的投资机会， 重点

投资于制造业转型主题相关股票， 这部分

资产比例不低于非现金资产的80%。 基金

所定义的制造业转型包括了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

等10个领域，成长性好，想象空间广阔，市

场关注度高。

股债并重，灵活调仓：根据基金合同，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0-95%。 基金成立

以来，股票仓位在45%-75%之间，债券仓

位在0-40%之间灵活调整， 把握不同资产

类别投资机会。 股票方面，基金重仓股以中

小创个股为主， 最近两个季度青睐建筑装

饰、电子等行业，同时也配置少量金融、家

电等蓝筹进行防御。 基金对个股波段持有，

调仓较快， 半数重仓个股持有周期在一季

度之内。

中欧时代先锋（代码：

001938

）是中欧

基金旗下的一只普通股票型基金，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最新规模为

6.1

亿元，现任

基金经理为周应波。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为中证

500

指数收益率

×90%+

中证综合债

券指数收益率

×10%

。

成立至今业绩排名居首： 中欧时代先

锋基金成立于2015年末，自成立至今已获

得了71.4%的收益，在同期可比的137只基

金中排名第1位。 此外，该基金在2016年及

2017年至今均表现优秀， 分别获得了

15.0%和31.5%的收益，在市场风格变化的

情况下均在同类可比基金排名前10%，远

超同类平均水平和大盘表现， 体现了优秀

的市场适应性和业绩稳定性。

投资时代先锋，聚焦新兴产业：中欧时

代先锋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80%

-95%，其中投资于“时代先锋相关股票”

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该

主题是指受益于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新兴产

业，并每年调整一次相关主题行业范畴。

仓位稳定，大盘价值风格：该基金的

股票仓位近一年均维持在85%左右，较

高仓位稳定操作。从重仓股来看，该基金

整体呈现了大盘价值型风格， 重仓股持

仓集中度逐渐降低， 近期前十大重仓股

占股票比例维持在50%左右， 持股较为

均衡。 主要重仓电气设备及电子等行业，

一直将“国电南瑞” 作为第一重仓股，该

个股为电力新能源行业的龙头股， 基本

面优秀，市场看好，与该基金的投资主题

相契合。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 （代码：

001102

） 是前海开源基金旗下的一只灵活

配置型基金，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8

日，最新规

模为

5.6

亿元，现任基金经理为曲扬。 业绩

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70%+

中

证全债指数收益率

×30%

。

业绩表现稳定优秀： 该基金自成立以

来，每一年均获得了稳健的超额收益，尤其

是2016年，在市场大盘、同类平均及业绩比

较基准均未获得正收益的情况下， 该基金

获得了9.6%的收益， 在同类可比基金中排

名前5%， 为投资者获取了较高的超额收

益。 在2017年，该基金继续稳定发挥，至今

已获得了20.3%的收益，在同类可比基金中

排名前7%。

注重国家比较优势，挖掘潜力龙头：前

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基金根据全球经济格

局和中国国家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 将发

达市场的投资理念与中国股市的特点相结

合，深入挖掘A股中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

持续经营能力和广阔发展空间的优质公

司。从其重仓股情况来看，该基金主要重仓

电子等行业龙头股，重仓个股市值均较大，

估值水平较高， 整体呈现出了大盘平衡型

风格。

仓位调整灵活，持股集中：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该基金的仓位大多在75%-95%之

间波动，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及时控制

风险，捕捉相应的市场投资机会。在持股集

中度方面， 近期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占股

票资产的比例达到了90%左右， 攻击性较

强，体现了基金经理积极进取的投资风格。

大成精选增值（代码：

090004

）是大成

基金旗下的一只偏股混合型基金， 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15

日，最新规模为

17.6

亿元，现

任基金经理为李博。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为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75%+

中国债券总

指数收益率

×25%

。

长期表现稳定优异：该基金自2012年

以来， 已经连续7年获得正收益。 尤其在

2016年该基金全年获得7.9%的正回报，

在同类所有基金中排名前3%，成绩亮眼；

同时现任基金经理自2016年11月任职以

来取得了14 .1%的收益，体现出其在震荡

市中控制风险，在结构行情中把握机会的

能力。

挖掘成长价值，青睐中小创：该基金采

用“自上而下”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与“自

下而上”精选股票结合的投资策略，主要投

资于具有竞争力比较优势和长期增值潜力

的行业和企业的股票， 希望能够把推动中

国经济发展的行业和企业的增长动力转化

为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定增值。 从近几个季

度重仓股来看， 该基金主要持有中小创中

的行业龙头股， 市值大多数在300亿以下，

体现基金经理精选中小盘的成长风格。

权益仓位灵活，打新增强收益：该基金

权益仓位较为灵活，新基金经理履任以来，

权益仓位逐渐提高， 二季度末达到高点

89.1%， 体现出基金经理对当前市场较为

主动积极的参与态度。从具体持股来看，基

金经理会选择少数股票进行重仓， 并长期

持有；其他股票仓位比较平均，基本保持在

3%以下，从而保持一定的操作弹性。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市场预期切换 灵活稳健投资

在8月25日上证综指突破3300点后，市场情绪转为乐观，风险偏好明显回升，融资余额出现明显攀升。 在

乐观情绪的支撑下，当前A股除金融行业外，估值水平均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高于2010年至2014年估值。 然

而，由于目前企业盈利增速呈现持续回落状态，不利于估值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同时大股东解禁压力逐步显现，

市场正处在预期变化的关键时期：成交量放大而市场指数并无明显上涨，显示投资者对后市观点分歧巨大。

在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因素之际，建议投资者选择风格稳健、灵活调仓的基金。 本期选出4只震荡市中表现

优秀的偏股型基金，基金经理通过积极调整权益仓位或持仓结构，灵活把握市场机会，业绩稳健增值，取得优秀

业绩。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招商分类 成立日期

最新规模

（亿元）

单位净值（元）

（

2017-9-22

）

今年收益（

%

）

（

2017-9-22

）

基金经理 基金管理人 主要销售机构

001869

招商制造业转型

A

灵活配置型基金

2015-12-02 5.7 1.15 14.8

王景 招商基金 招商证券，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平安证券

001938

中欧时代先锋

A

普通股票型基金

2015-11-03 6.1 1.25 31.5

周应波 中欧基金 招商证券，招商银行，华泰证券，申万宏源证券

001102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 灵活配置型基金

2015-05-08 5.6 1.30 20.3

曲扬 前海开源基金 招商银行，银河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

090004

大成精选增值 偏股混合型基金

2004-12-15 17.6 0.97 17.3

李博 大成基金 招商证券，招商银行

,

国信证券，海通证券

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