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弘永利债券：投资风格稳健 股债优势兼备

推荐理由：该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自上而下以及对微观面自下而上的分析，对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变化、市场利率走势、经济周期、企业盈利状况等作出研判，从而确定整体资产配置比例。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天弘永利每季度至少分红一次，截至2018年一季度，成立以来共分红达 31次。 该基金凭借长期稳定的业绩表现，在 2018年度被评为“三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是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二级债券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2008年 4月，截至 2018年一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4 .74亿元，份额为4 .57亿份（A、B、E份额合并）。

历史业绩：长期业绩稳定靠前。 根据天相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5月3日，该基金A份额自成立以来的净值上涨高达63 .16%，超越比较基准35 .45%；最近三年的净值增长率为 14 .61%，在同期可比的238只二级债基（下同）中排名第 28位，超越比较基准11 .88%；最近一季度净值增长为0 .91%，在同期可比的 497只基金中位列第155位。 该基金的业绩表现一直位于同类型基金上游水平。

投资风格：注重长期稳健回报，股债兼备进可攻、退可守。 该基金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深入挖掘债券的投资价值，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通过对宏观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的分析，根据中长期的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周期性特征，对债券市场走势作出判断 ，并形成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期，动态调整组合的久期。 作为二级债基，天弘永利在债券市场投资主要以高等级信用债获得回报机会，并可在权益类市场有确定性机会时适当参与股票投资力求为投资者增厚收益 ，同时把握股债双重投资机会。

基金经理：明星基金经理掌舵。 基金经理姜晓丽，经济学硕士，8年以上证券从业经验 。 基金经理陈钢，工商管理硕士，2011年 7月加盟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两人均拥有多年证券市场投研经验，麾下多只基金长期表现优异 。 天弘永利债券A在两位基金经理掌管期间，阶段收益率高达38 .68%，比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高 18 .31%。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中的二级债基品种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不高，偏好债券型基金并期望少量参与股票投资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选择。 （天相投顾 赵鹰）

（一）广发稳健增长

广发稳健增长是一只保守配置混合型基金，成立于2004年7月 26日。 根据2018年一季报数据显示，一季度末基金资产规模为36 .89亿元，基金份额为29 .5983亿份。 该基金在承担适度风险的基础上分享中国经济和证券市场的成长，寻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长。

长期表现优秀，收益遥遥领先：根据天相投顾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4日，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净值增长率为784 .75%，位于同期321只保守配置型基金第1位，高于第二名123 .17个百分点，业绩远超同类基金。 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增长率为21 .93%，在同期的 206只保守配置型可比基金中仍列首位，为中长期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收益。

深入研究市场，稳健投资为主：该基金遵循研究创造价值的理念，通过科学 、谨慎的投资策略 ，寻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长。 在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环境下，相当部分上市公司作为中国企业的佼佼者，具有长期投资价值，尤其是具有持续成长能力的绩优企业。 该基金通过有效的基本面分析，深入研究，科学分析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把握投资机会 ，寻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长。

精选长期持有，聚焦潜力公司：该基金通过优化成长投资的方法投资于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股票 。 投资对象主要是大盘绩优企业和规模适中、管理良好、竞争优势明显、有望成长为行业领先企业的上市公司。 布局集中于制造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三者占比达到42 .75%。

（二）大成优选混合 (LOF)

大成优选混合 (LOF)是一只积极配置混合型基金，成立于2012年7月 27日。 根据2018年一季报数据显示，一季度末基金资产规模为10 .23亿元，基金份额为3 .6616亿份。 该基金以优选股票为主，配合多种投资策略，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追求基金资产长期稳健增值。

长期业绩稳定，领先同类产品：依据天相投顾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4日，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净值增长率为167 .5%，位于同期585只积极配置型基金第135位。 最近两年，该基金净值上涨 33 .27%，位列同期450只可比基金第 57位，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18 .07%。 最近一年中，该基金净值增长率也达到了16 .9%，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10 .1%。

主动投资策略，动态评估市场：该基金在全球视野下，基于宏观经济研究，确定大类资产配置比例，通过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采用优选个股的主动投资策略 ，获取超额收益 。 积极、深入、全面地了解上市公司基本面，动态评估公司价值，当股价低于合理价值区域时 ，买入并持有。 在股价回到合理价值的过程中，分享股价提升带来的超额收益。

兼顾价值与成长，稳抓投资机遇：该基金的股票投资采取自下而上优选个股的策略，以深入的基本面研究为基础 ，精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上市公司股票 ，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着重布局制造业和采矿业，两者所占仓位高达52 .14%，服务业和金融业的持仓占比也在稳步提高。

（三）上投摩根核心成长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是一只积极股票型基金，成立于2014年2月 10日。 根据2018年一季报数据显示，一季度末基金资产规模为68 .82亿元，基金份额为33 .2845亿份。 该基金通过系统和深入的基本面研究,投资治理良好且具有较高增长潜力的公司,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长短期业绩优异 ，收益回报丰厚：根据天相投顾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 4日，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净值增长率为128 .22%，位于同期 301只积极股票型基金第10位。 最近两年，该基金净值上涨36 .25%，位列同期169只可比基金第30位，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21 .34%。 最近一季度，该基金净值下跌4 .19%，位列同期279只可比基金第126位。

在景气度高的板块优选价值成长股：经济稳健、结构分化是中长期市场的大背景 ，不少品种的估值水平已经进入历史低位，同时盈利增长已回到较好的水平，投资价值显现。 因此，该基金精选出估值合理业绩增速较高的个股，并且集中持有。 在高成长和低估值之间寻求平衡，找寻具有持续增长潜力但价格合理或低估的股票。

自下而上投资策略，寻求市场成长收益：该基金采取自下而上的选股策略 ，从公司的盈利能力，现金流等角度，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出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通过对公司股票现在的估值与行业以及历史水平进行比较，重点关注行业与公司本身的发展空间和可拓展性，力争分享精选个股所带来的成长收益。

（四）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是一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成立于2015年5月15日。 根据2018年一季报数据显示，一季度末基金资产规模为14 .26亿元，基金份额为12 .4023亿份。 该基金重点投资于与媒体、互联网相关的企业，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中长期业绩稳定，收益回报突出：依据天相投顾数据，截至 2018年5月4日，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净值增长率为 17%，位于同期2020只灵活配置型基金第 537位。 最近两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0 .07%，位列同期 974只可比基金第451位，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4 .3%。 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上涨24 .7%，位列同期1626只灵活配置可比基金第56位。 该基金以优秀的中长期业绩为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回报。

从中观产业角度出发，寻找行业颠覆者：该基金从中观产业角度出发，选取具有良好前景的行业。 在选定行业后进一步对于产业分工进行拆解，致力于寻找那些行业定位精准、有清晰商业模式、在行业爆发中容易获胜的公司，迎接未来该行业爆发所带来的收益快速增长、盈利裂变式发展的机会。

挖掘成长潜力和内在价值：该基金深入研究分析宏观经济和利率趋势等因素，通过对媒体互联网相关行业的优选以及对行业内相关股票的分析，挖掘出该行业内企业的投资价值。 并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手段 ，采选出具有内在价值和成长潜力的媒体互联网价值股，坚持价值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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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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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自上而下以及对

微观面自下而上的分析， 对宏观经济发展环

境、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的变化、市场利率走势、经济周期、企业盈利

状况等作出研判， 从而确定整体资产配置比

例。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天弘

永利每季度至少分红一次， 截至

2018

年一季

度，成立以来共分红达

31

次。 该基金凭借长期

稳定的业绩表现，在

2018

年度被评为“三年期

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广发稳健增长 大成优选混合(LOF)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

天弘永利债券：投资风格稳健 股债优势兼备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是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的一只二级债券型基金。 该基金

设立于2008年4月， 截至2018年

一季度末， 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4.74亿元， 份额为4.57亿份（A、

B、E份额合并）。

历史业绩： 长期业绩稳定靠

前。根据天相数据显示，截至2018

年5月3日， 该基金A份额自成立

以来的净值上涨高达63.16%，超

越比较基准35.45%； 最近三年的

净值增长率为14.61%， 在同期可

比的238只二级债基（下同）中排

名第28位，超越比较基准11.88%；

最近一季度净值增长为0.91%，在

同期可比的497只基金中位列第

155位。 该基金的业绩表现一直位

于同类型基金上游水平。

投资风格： 注重长期稳健回

报，股债兼备进可攻、退可守。该基

金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

定量分析方法，深入挖掘债券的投

资价值，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通

过对宏观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的

分析，根据中长期的宏观经济走势

和经济周期性特征，对债券市场走

势作出判断，并形成对未来市场利

率变动方向的预期，动态调整组合

的久期。 作为二级债基，天弘永利

在债券市场投资主要以高等级信

用债获得回报机会，并可在权益类

市场有确定性机会时适当参与股

票投资力求为投资者增厚收益，同

时把握股债双重投资机会。

基金经理： 明星基金经理掌

舵。 基金经理姜晓丽， 经济学硕

士，8年以上证券从业经验。 基金

经理陈钢，工商管理硕士，2011年

7月加盟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两人均拥有多年证券市场投研经

验， 麾下多只基金长期表现优异。

天弘永利债券A在两位基金经理

掌 管 期 间 ， 阶 段 收 益 率 高 达

38.68%，比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

高18.31%。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天弘永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债券型基

金中的二级债基品种，适合风险承受

能力不高，偏好债券型基金并期望少

量参与股票投资获得较高收益的投

资者选择。（天相投顾 赵鹰）

广发稳健增长是一只保守配置混合型

基金，成立于

2004

年

7

月

26

日。 根据

2018

年

一季报数据显示， 一季度末基金资产规模

为

36.89

亿元，基金份额为

29.5983

亿份。 该

基金在承担适度风险的基础上分享中国经

济和证券市场的成长， 寻求基金资产的长

期稳健增长。

长期表现优秀，收益遥遥领先：根据天

相投顾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4日，该基

金自成立以来，净值增长率为784.75%，位于

同期321只保守配置型基金第1位，高于第二

名123.17个百分点，业绩远超同类基金。 最

近一年，该基金净值增长率为21.93%，在同

期的206只保守配置型可比基金中仍列首

位，为中长期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收益。

深入研究市场，稳健投资为主：该基金

遵循研究创造价值的理念，通过科学、谨慎

的投资策略， 寻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

长。 在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

环境下，相当部分上市公司作为中国企业的

佼佼者，具有长期投资价值，尤其是具有持

续成长能力的绩优企业。 该基金通过有效的

基本面分析，深入研究，科学分析上市公司

投资价值，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把握投

资机会，寻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长。

精选长期持有，聚焦潜力公司：该基金

通过优化成长投资的方法投资于价格低于

内在价值的股票。 投资对象主要是大盘绩

优企业和规模适中、管理良好、竞争优势明

显、有望成长为行业领先企业的上市公司。

布局集中于制造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三

者占比达到42.75%。

大成优选混合

(LOF)

是一只积极配置

混合型基金，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 根据

2018

年一季报数据显示， 一季度末基金资

产规模为

10.23

亿元， 基金份额为

3.6616

亿

份。 该基金以优选股票为主，配合多种投资

策略，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追求基金

资产长期稳健增值。

长期业绩稳定，领先同类产品：依据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4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 净值增长率为

167.5%，位于同期585只积极配置型基金

第135位。 最近两年， 该基金净值上涨

33.27%， 位列同期450只可比基金第57

位，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18.07%。 最近

一年中， 该基金净值增长率也达到了

16.9%，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10.1%。

主动投资策略，动态评估市场：该基

金在全球视野下， 基于宏观经济研究，确

定大类资产配置比例，通过上市公司基本

面分析， 采用优选个股的主动投资策略，

获取超额收益。 积极、深入、全面地了解上

市公司基本面，动态评估公司价值，当股

价低于合理价值区域时，买入并持有。 在

股价回到合理价值的过程中，分享股价提

升带来的超额收益。

兼顾价值与成长， 稳抓投资机遇：该

基金的股票投资采取自下而上优选个股

的策略， 以深入的基本面研究为基础，精

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上市公司股票，构

建股票投资组合。 着重布局制造业和采矿

业，两者所占仓位高达52.14%，服务业和

金融业的持仓占比也在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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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摩根核心成长是一只积极股票型

基金，成立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 根据

2018

年

一季报数据显示， 一季度末基金资产规模

为

68.82

亿元，基金份额为

33.2845

亿份。 该

基金通过系统和深入的基本面研究

,

投资

治理良好且具有较高增长潜力的公司

,

实

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长短期业绩优异， 收益回报丰厚：根

据天相投顾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5月4

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 净值增长率为

128. 22%， 位于同期301只积极股票型基

金第10位。 最近两年， 该基金净值上涨

36. 25% ， 位列同期169只可比基金第30

位，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21 . 34%。 最近

一季度，该基金净值下跌4 . 19% ，位列同

期279只可比基金第126位。

在景气度高的板块优选价值成长股：

经济稳健、 结构分化是中长期市场的大背

景， 不少品种的估值水平已经进入历史低

位，同时盈利增长已回到较好的水平，投资

价值显现。因此，该基金精选出估值合理业

绩增速较高的个股，并且集中持有。在高成

长和低估值之间寻求平衡， 找寻具有持续

增长潜力但价格合理或低估的股票。

自下而上投资策略， 寻求市场成长收

益：该基金采取自下而上的选股策略，从公

司的盈利能力、现金流等角度，定量和定性

相结合的分析出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通

过对公司股票现在的估值与行业以及历史

水平进行比较， 重点关注行业与公司本身

的发展空间和可拓展性， 力争分享精选个

股所带来的成长收益。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是一只灵活配

置混合型基金，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 根

据

2018

年一季报数据显示，一季度末基金

资产规模为

14.26

亿元， 基金份额为

12.4023

亿份。 该基金重点投资于与媒体、

互联网相关的企业，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

长期稳健增值。

中长期业绩稳定， 收益回报突出：依

据天相投顾数据， 截至2018年5月4日，该

基金自成立以来， 净值增长率为17%，位

于同期2020只灵活配置型基金第537位。

最近两年，该基金净值上涨10.07%，位列

同期974只可比基金第451位，超越同期业

绩比较基准4.3%。 最近一年，该基金净值

上涨24.7%， 位列同期1626只灵活配置可

比基金第56位。 该基金以优秀的中长期业

绩为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回报。

从中观产业角度出发， 寻找行业颠覆

者：该基金从中观产业角度出发，选取具有

良好前景的行业。在选定行业后进一步对于

产业分工进行拆解，致力于寻找那些行业定

位精准、有清晰商业模式、在行业爆发中容

易获胜的公司，迎接未来该行业爆发所带来

的收益快速增长、盈利裂变式发展的机会。

挖掘成长潜力和内在价值：该基金深

入研究分析宏观经济和利率趋势等因素，

通过对媒体互联网相关行业的优选以及

对行业内相关股票的分析，挖掘出该行业

内企业的投资价值。 并运用定量和定性分

析手段，采选出具有内在价值和成长潜力

的媒体互联网价值股， 坚持价值投资，获

得长期稳定的回报。

深挖行业价值 分享成长收益

□天相投顾 张程媛

表格

近期，沪指在3100点来回折返，场内交易量趋于平稳。 随着上市公

司年报和一季报的披露，一些优质企业崭露头角，潜力股防御性明显。

投资者应深度挖掘公司价值，分享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 本期选出4只

擅于挖掘公司价值的基金进行分析，供投资者参考。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设立日期

基金

经理

公司

2018

年第一季

度规模（亿元）

单位净值

（

2018.5.4

）

过去三个月

（

2018.5.4

）

%

过去一年

（

2018.5.4

）

%

过去三年

（

2018.5.4

）

%

管理费率

（

%

）

托管费率

（

%

）

主要销售机构

270002

广发稳健增长 混合

-

〉保守配置型

2004

年

7

月

26

日 傅友兴 广发基金

36.89 1.2388 -0.51 21.93 33.7 1.5 0.25

工商银行、广发证券、建设银行、农业银行

160916

大成优选混合

(LOF)

混合

-

〉积极配置型

2012

年

7

月

27

日 戴军 大成基金

10.23 2.748 -2.13 16.9 11.52 1.25 0.25

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爱建证券

000457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 股票

-

〉积极型

2014

年

2

月

10

日 李博 上投摩根基金

68.82 1.9557 -4.39 10.37 22.88 1.5 0.25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

001071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 混合

-

〉灵活配置型

2015

年

5

月

15

日 胡宜斌 华安基金

14.26 1.1608 29.16 24.7 - 1.5 0.25

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