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趋势领航混合：把握行业优势 中长期业绩优异

推荐理由：新华趋势领航混合基金通过前瞻性地把握市场和行业中存在的趋势机会，并依据不同行业景气趋势的周期变化进行行业配置，精选具有盈利趋势的优质上市公司进行投资 ，追求基 金资产 的持续稳 定增

长 。 该基金凭借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和突出的风险分散能力以及选股能力，在2016年度被评为“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新华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新华趋势领航混合” ）是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发行的一只积极配置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13年 9月11日，截至 2017年三季度末，该基金的资 产规模 为 17 .87亿

元，份额为 9 .25亿份。

历史业绩：中长期业绩优异，历年均保持正收益。 天相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11月16日，新华趋势领航混合自成立以来的净值增长率高达146 .65%；近三年来的净值上涨达92 .85%。 该基金近三个月、半年和一年以来的

净值增长率分别为6 .48%、11 .53%和5 .77%，成立以来均保持正收益，显示出其稳定的盈利能力。

投资风格：把握行业趋势，关注上市公司品质。 该基金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主动投资策略，全面分析市场中的潜在趋势。 宏观方面重点关注经运行周期、A股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情绪。 通过对各行业景气

趋势的周期长短进行分析，采用“核心—卫星” 配置策略。 其中核心是指重点分析各行业的根本性因素，综合判断各行业的未来景气状况；卫星则是指分析各行业对经济周期不同试点的敏感度和上下游行业的议价能力

等，筛选具有短期景气上升趋势的行业。 在择股方面，该基金综合定量与定性分析，判断上市公司是否具有盈利增长趋势。 并在重点分析预测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同时，关注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管理团队能力。

基金经理崔建波 ，现任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 、权益投资部总监 ，管理新华基金旗下多只基金。 崔建波自新华趋势领航混合成立以来就掌管该基金，阶段收益率高达146 .65%，比同期同 类型

基金平均收益高75 .57%。 基金经理蔡春红，2010年 7月加入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多年投研经验 。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新华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中的积极配置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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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鹰）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上投摩根核心成长” )成立于 2014年2月10日，该基金通过系统和深入的基本面研究，选择公司治理良好且具有较高增长潜力的公司进行投资，力争实现长期稳定增值。

产品特征 ：

业绩持续领跑，战胜市场波动：上投摩根核心成长业绩表现较为优异，不仅在牛市中善于进攻，在下跌行情中对于净值回撤控制也较好，短中长期业绩均在同类型基金中排名前列 。 今年以来，截至 11月16日，上 投摩根

核心成长凭借51 .46%的净值涨幅，跻身股票型基金前列 ，同期沪深 300指数上涨24 .02%，上证综指同期涨幅仅有9 .52%。 截至 9月底，该基金在近半年、近一年、近三年多个观测区间均排名同类基金前 1/10，显示出强大的持续

赚钱能力。

持仓均衡 ，淡化择时：李博 2014年12月底开始担任上投摩根核心成长基金经理，任职至今回报118 .12%，年化回报31 .07%。 基金经理擅长采用自下而上的个股精选策略，以上市公司成长性作为核心，对投资价值进行深入

挖掘。 从近几个季度的持仓来看，表现出典型的价值成长投资风格，底仓关注低PEG的优质成长股，重视安全边际，长线持有，较少波段操作，持仓相对均衡。

遵循基本面选股，持股周期长：上投摩根核心成长遵循基本面选股，寻找真正的绩优成长股成为其规避市场风险的“法宝” 。 在诸多板块中，该基金侧重布局手机产业链的投资机会，今年以来重仓立讯精密 、欧菲光、大

华股份、歌尔股份等个股，年内涨幅均在70%以上，这些个股季度间重仓股留存度偏高，持股周期较长。

华安策略优选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华安策略优选” ）成立于2007年 8月2日，该基金以优选股票为主，配合多种投资策略，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收益，实现基金资产的长 期稳定 增

值。

产品特征 ：

业绩稳健优异，各期排名居前：今年以来，坚持价值投资理念的华安策略优选业绩颇为亮眼 。截至2017年 11月16日，该基金累计收益高达57 .51%，在混合型基金中排名前1/10，超越同期沪深300逾30个百分点。长期来看

基金业绩同样优异且稳健，具有较好的业绩持续性，该基金在近半年、近一年、近三年区间均排名同类基金前1/20。

布局优质股，兼顾价值与白马：华安策略优选紧握价值投资主线，从去年年末就前瞻性布局贵州茅台等消费龙头 、雄安概念优质价值股和以海康威视为代表的白马股，今年二季度及时收获雄安概念成果，换仓部分金

融股，同时继续坚守消费龙头。 三季度进一步加仓中国平安、招商银行、宁波银行等个股，中国太保也进入前十大重仓行列，重仓个股良好的表现显示出基金经理敏锐的市场判断力。

擅长宏观研究，适度择时 ：华安策略优选基金经理杨明作为华安基金的投资研究部高级总监，从事宏观研究10余年，对宏观经济的认识非常深入，对大周期的把握较为准确 ，其操作风 格是自 上而下 和自下 而上相结

合 ，综合行业的选择和个股的选择，侧重布局价值股和白马成长股。 在仓位配置上，大部分时间保持在 85%-95%的较高仓位水平，极端情况下也会通过较大幅度的大类资产调整规避风险。

博时主题行业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基金（简称“博时主题行业” ）成立于2005年 1月6日，该基金前瞻性地把握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或产业结构即将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历史机遇，分享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及消费升级进程中经济与资

本市场的高速成长。

产品特征 ：

长跑明星，业绩回报丰厚 ：长跑明星博时主题行业成立以来斩获1256 .01%的回报率，大幅领先同期沪深300指数。 该基金在数次牛熊转换中经受住考验 ，成立12年以来单位净值始终处于 1元以上，除 2008年、2010年和

2011年受大市影响外 ，其余各年份均保持正增长。 今年以来，该基金净值增长率为27 .62%，超越同期上证指数逾 18个百分点。

审慎投资，控制风险敞口 ：基金业绩的持续向好与审慎的投资运作密不可分。 博时主题行业非常重视风控管理，无论是标准差还是最大回撤均在同业中领先，中长期夏普指标也有不错表现。 截至 2017年11月16日，

上述指标在短中长期各阶段处于同业前 1/10左右，显示基金经理较强的投资管理能力。

坚守估值纪律，兼顾传统及新经济：博时主题行业目前由博时基金研究部总经理王俊担任 ，在长达 9年的投研经历中，逐渐形成了坚守价值投资、扎根于深度基本面研究的投资风格，同时在新常态 下注重 扩大价值

投资的外延，把握估值是进行投资决策的唯一准绳，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入合适的价值标的。 该基金在三季度减持火电 、新能源汽车、部分价格驱动的周期股，买入传媒 、面板和盈利有望超预期的周期股。

中欧时代先锋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中欧时代先锋” ）成立于2015年 11月3日，主要投资于“时代先锋相关股票” ，即受益于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新兴产业，通过积极主动的资产配置，力争获得超越业 绩比

较基准的收益。

产品特征 ：

业绩表现出众，震荡市收益领先：中欧时代先锋成立时间不长，但净值快速提升，已在同业中崭露头角。 截至 2017年11月16日，该基金自成立以来业绩累计增长86 .80%，近一年净值增长率为 43 .11%，在同类基金中排名

居前。 今年以来，该基金同样展现出良好的投资管理能力，以43 .30%的收益超越同类基金平均业绩 ，在震荡市中业绩优秀 。 而去年股市表现不佳，该基金仍以超过15%的收益排名同类可比基金前列。

灵活把握市场投资机会：中欧时代先锋是一只发起式股票型基金，其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共同认购的基金份额不低于 1000万元，持有期在 3年以上。 该基金紧随市场风格变化，操作相对灵活 ，组合相对中庸和平衡。

基金经理周应波在震荡市中稳扎稳打，对高估值成长股进行波段操作、及时止盈，在大盘走弱阶段配置低估值蓝筹进行防御。

积极选股，聚焦科技：中欧时代先锋重点关注受益于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新兴产业，自下而上挑选优质上市公司。 该基金注重根据市场风格调整投资组合，总体思路由三季度的“关注周期、精选成长、防范风险” 转变为

“积极选股、聚焦科技、关注中游” ，并且在投资组合上努力降低波动率，通过“对冲式” 配置来平滑业绩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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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趋势领航混合基金通过前

瞻性地把握市场和行业中存在的趋

势机会， 并依据不同行业景气趋势

的周期变化进行行业配置， 精选具

有盈利趋势的优质上市公司进行投

资，追求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定增长。

该基金凭借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和

突出的风险分散能力以及选股能

力，在

2016

年度被评为“三年期开放

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 华安策略优选 博时主题行业

中欧时代先锋

新华趋势领航混合：把握行业优势 中长期业绩优异

新华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简称：“新华趋势领航混

合” ）是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

下发行的一只积极配置混合型基

金。 该基金设立于2013年9月11

日，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该基金

的资产规模为17.87亿元， 份额为

9.25亿份。

历史业绩： 中长期业绩优异，

历年均保持正收益。 天相数据显

示，截至2017年11月16日，新华趋

势领航混合自成立以来的净值增

长率高达146.65%；近三年来的净

值上涨达92.85% 。 该基金近三个

月、 半年和一年以来的净值增长率

分别为6.48%、11.53%和5.77% ，成

立以来均保持正收益， 显示出其稳

定的盈利能力。

投资风格：把握行业趋势，关注

上市公司品质。 该基金通过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主动投资策

略，全面分析市场中的潜在趋势。宏

观方面重点关注经济运行周期、A

股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情绪。 通过对

各行业景气趋势的周期长短进行分

析，采用“核心—卫星” 配置策略。

其中核心是指重点分析各行业的根

本性因素， 综合判断各行业的未来

景气状况； 卫星则是指分析各行业

对经济周期不同试点的敏感度和上

下游行业的议价能力等， 筛选具有

短期景气上升趋势的行业。 在择股

方面，该基金综合定量与定性分析，

判断上市公司是否具有盈利增长趋

势。 并在重点分析预测上市公司盈

利能力的同时， 关注上市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和管理团队能力。

基金经理崔建波，现任新华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投资

总监、权益投资部总监，管理新华基金

旗下多只基金。 崔建波自新华趋势领

航混合成立以来就掌管该基金， 阶段

收益率高达146.65%，比同期同类型基

金平均收益高75.57%。 基金经理蔡春

红，2010年7月加入新华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拥有多年投研经验。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新华趋势

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混合

型基金中的积极配置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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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鹰）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

简称“上投摩根核心成长”

)

成立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该基金通过系统和深入的基本

面研究， 选择公司治理良好且具有较高增

长潜力的公司进行投资， 力争实现长期稳

定增值。

业绩持续领跑，战胜市场波动：上投摩

根核心成长业绩表现较为优异，不仅在牛市

中善于进攻，在下跌行情中对于净值回撤控

制也较好，短中长期业绩均在同类型基金中

排名前列。今年以来，截至11月16日，上投摩

根核心成长凭借51.46%的净值涨幅，跻身股

票型基金前列， 同期沪深300指数上涨

24.02%，上证综指同期涨幅仅有9.52%。 截

至9月底，该基金在近半年、近一年、近三年

多个观测区间均排名同类基金前1/10，显示

出强大的持续赚钱能力。

持仓均衡，淡化择时：李博2014年12月

底开始担任上投摩根核心成长基金经理，任

职至今回报118.12%，年化回报31.07%。 基

金经理擅长采用自下而上的个股精选策略，

以上市公司成长性作为核心，对投资价值进

行深入挖掘。 从近几个季度的持仓来看，表

现出典型的价值成长投资风格，底仓关注低

PEG的优质成长股，重视安全边际，长线持

有，较少波段操作，持仓相对均衡。

遵循基本面选股，持股周期长：该基金遵

循基本面选股， 寻找真正的绩优成长股成为

其规避市场风险的“法宝” 。在诸多板块中，该

基金侧重布局手机产业链的投资机会， 今年

以来重仓立讯精密、欧菲光、大华股份、歌尔股

份等个股，年内涨幅均在70%以上，这些个股

季度间重仓股留存度偏高，持股周期较长。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华安策略优选”）成立于

2007

年

8

月

2

日，该基金以优选股票为主，配合多种投资

策略， 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分享中国

经济成长带来的收益， 实现基金资产的长

期稳定增值。

业绩稳健优异，各期排名居前：今年以

来， 坚持价值投资理念的华安策略优选业

绩颇为亮眼。截至2017年11月16日，该基金

累计收益高达57.51%， 在混合型基金中排

名前1/10， 超越同期沪深300逾30个百分

点。 长期来看基金业绩同样优异且稳健，具

有较好的业绩持续性，该基金在近半年、近

一年、近三年区间均排名同类基金前1/20。

布局优质股，兼顾价值与白马：该基金紧

握价值投资主线， 从去年年末就前瞻性布局

贵州茅台等消费龙头、 雄安概念优质价值股

和以海康威视为代表的白马股， 今年二季度

及时收获雄安概念成果，换仓部分金融股，同

时继续坚守消费龙头。 三季度进一步加仓中

国平安、招商银行、宁波银行等个股，中国太

保也进入前十大重仓行列， 重仓个股良好的

表现显示出基金经理敏锐的市场判断力。

擅长宏观研究，适度择时：华安策略优

选基金经理杨明作为华安基金的投资研究

部高级总监，从事宏观研究10余年，对宏观

经济的认识非常深入， 对大周期的把握较

为准确， 其操作风格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相结合，综合行业的选择和个股的选择，

侧重布局价值股和白马成长股。 在仓位配

置上，大部分时间保持在85%-95%的较高

仓位水平， 极端情况下也会通过较大幅度

的大类资产调整规避风险。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基金（简称“博时

主题行业”）成立于

2005

年

1

月

6

日，该基金

前瞻性地把握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或产业结

构即将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历史机遇， 分享

中国城市化、 工业化及消费升级进程中经

济与资本市场的高速成长。

长跑明星，业绩回报丰厚：长跑明星博

时主题行业成立以来斩获1256.01%的回报

率，大幅领先同期沪深300指数。 该基金在

数次牛熊转换中经受住考验， 成立12年以

来单位净值始终处于1元以上， 除2008年、

2010年和2011年受大市影响外， 其余各年

份均保持正增长。 今年以来，该基金净值增

长率为27.62%， 超越同期上证指数逾18个

百分点。

审慎投资，控制风险敞口：基金业绩的

持续向好与审慎的投资运作密不可分。 博

时主题行业非常重视风控管理， 无论是标

准差还是最大回撤均在同业中领先， 中长

期夏普指标也有不错表现。 截至2017年11

月16日， 上述指标在短中长期各阶段处于

同业前1/10左右， 显示基金经理较强的投

资管理能力。

坚守估值纪律， 兼顾传统及新经济：博

时主题行业目前由博时基金研究部总经理

王俊担任，在长达9年的投研经历中，逐渐形

成了坚守价值投资、扎根于深度基本面研究

的投资风格，同时在新常态下注重扩大价值

投资的外延，把握估值是进行投资决策的唯

一准绳，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入合适的价值

标的。 该基金在三季度减持火电、新能源汽

车、部分价格驱动的周期股，买入传媒、面板

和盈利有望超预期的周期股。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中欧时代先锋”）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 主要投资于 “时代先锋相关股

票”， 即受益于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新兴产

业，通过积极主动的资产配置，力争获得超

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业绩表现出众，震荡市收益领先：中欧

时代先锋成立时间不长，但净值快速提升，

已在同业中崭露头角。 截至2017年11月16

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业绩累计增长

86.80%，近一年净值增长率为43.11%，在同

类基金中排名居前。 今年以来，该基金同样

展现出良好的投资管理能力， 以43.30%的

收益超越同类基金平均业绩， 在震荡市中

业绩优秀。 而去年股市表现不佳，该基金仍

以超过15%的收益排名同类可比基金前列。

灵活把握市场投资机会： 中欧时代先

锋是一只发起式股票型基金， 其基金管理

人及基金经理共同认购的基金份额不低于

1000万元，持有期在3年以上。 该基金紧随

市场风格变化，操作相对灵活，组合相对中

庸和平衡。 基金经理周应波在震荡市中稳

扎稳打，对高估值成长股进行波段操作、及

时止盈， 在大盘走弱阶段配置低估值蓝筹

进行防御。

积极选股，聚焦科技：中欧时代先锋重

点关注受益于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新兴产

业，自下而上挑选优质上市公司。 该基金注

重根据市场风格调整投资组合， 总体思路

由三季度的“关注周期、精选成长、防范风

险” 转变为“积极选股、聚焦科技、关注中

游” ， 并且在投资组合上努力降低波动率，

通过“对冲式” 配置来平滑业绩波动。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投资要点

稳健配置 兼顾价值成长

近期A股市场表现分化，银行及消费类蓝筹股再度走强，而周期类板块回调明显。在三季度

市场已经累积一定涨幅的背景下，指数以窄幅波动为主，同时在相对谨慎的情绪下配置思路重

回防御。 临近年末投资者应警惕外部风险，以稳为主，风格上建议保持均衡，重视估值盈利匹配

较好的金融和消费白马，业绩相对确定的优质成长股投资价值逐渐显现。 本期选出上投摩根核

心成长、华安策略优选、博时主题行业、中欧时代先锋4只基金进行分析，供投资者参考。

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