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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研发中心基金评价与研究小组

一、 本期评级结果综述

2018年一季度，主板市场出现下跌，上证综

合指数和沪深300指数分别下跌了4.2%和3.3%，

深证成分指数和中小板指数分别下跌了1.6%和

1.5%，仅创业板指数大幅上涨，幅度为8.4%。一季

度主动投资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的整体表现

一般，股票基金指数和混合基金指数分别下跌了

1.8%和0.9%。

中债总财富指数一季度上涨了1.9%，期间纯

债基金、一级债基，和二级债基的平均收益依次

为1.65%、1.55%，和0.76%。 本期入选招商证券五

星评级的基金共计100只， 其中包5只股票型基

金、42只偏股混合型基金、25只平衡混合型基金、

1只偏债混合型基金、11只二级债券型基金、7只

一级债券型基金和9只纯债基金。

表1：本期五星级基金调入调出情况（计算截

止日：2018年4月27日）

本期调入五星级

：

本期调出五星级

：

代码 简称

2018

年一

季度评级

2017

年四

季度评级

基金

类型

代码 简称

2018

年一

季度评级

2017

年四

季度评级

基金

类型

000751

嘉实产业

★★★★☆ ★★★★

股票型

540009

汇丰消费

★★★★ ★★★★☆

股票型

000831

工银医疗

★★★★★

股票型

519606

国泰金鑫

★★★★ ★★★★★

股票型

000884

民生优选

★★★★☆

股票型

000457

上投核心

★★★☆ ★★★★★

股票型

000854

鹏华产业

★★★★★

股票型

540009

汇丰消费

★★★★ ★★★★☆

股票型

110023

易方达医疗

★★★★★ ★★★☆

偏股混合型

000127

农银领先

★★★★ ★★★★★

偏股混合型

257020

国联安精选混合

★★★★★ ★★★★

偏股混合型

270041

广发消费

★★★★ ★★★★★

偏股混合型

519712

交银核心

★★★★★ ★★★★

偏股混合型

450002

国富弹性

★★★☆ ★★★★★

偏股混合型

000173

汇添富美丽

★★★★☆ ★★★★

偏股混合型

040008

华安优选

★★★★ ★★★★★

偏股混合型

710001

富安达优势

★★★★★ ★★★★

偏股混合型

110015

易方达行业

★★★☆ ★★★★☆

偏股混合型

570007

诺德

30 ★★★★★ ★★★

偏股混合型

090013

大成竞争

★★★★ ★★★★★

偏股混合型

000532

景顺优企

★★★★☆ ★★★★

偏股混合型

100026

富国天合

★★★★ ★★★★★

偏股混合型

519688

交银精选

★★★★★ ★★★☆

偏股混合型

260116

景顺核心

A ★★★☆ ★★★★☆

偏股混合型

110013

易方达科翔

★★★★★ ★★★★

偏股混合型

202003

南方绩优

★★★☆ ★★★★★

偏股混合型

160918

大成中小盘

★★★★★ ★★★★

偏股混合型

270050

广发新经济

★★★★ ★★★★★

偏股混合型

690007

民生景气

★★★★★ ★★★★

偏股混合型

370024

上投优选

★★★☆ ★★★★★

偏股混合型

161005

富国天惠

A ★★★★★ ★★★★

偏股混合型

090007

大成策略

★★★★ ★★★★★

偏股混合型

240020

华宝医药

★★★★★ ★★★☆

偏股混合型

519979

长信内需

★★★★ ★★★★★

偏股混合型

519069

汇添富价值

A ★★★★☆ ★★★☆

偏股混合型

519019

大成景阳

★★★★ ★★★★★

偏股混合型

570005

诺德成长

★★★★☆ ★★★☆

偏股混合型

180013

银华领先

★★★☆ ★★★★★

偏股混合型

100060

富国高新

★★★★★ ★★★★

偏股混合型

240022

华宝资源

★★★★ ★★★★★

偏股混合型

690004

民生稳健

★★★★☆ ★★★☆

偏股混合型

398061

中海消费

★★★★ ★★★★★

偏股混合型

162607

景顺资源

★★★★★ ★★★★

偏股混合型

100056

富国低碳

★★☆ ★★★★★

偏股混合型

570008

诺德周期

★★★★☆ ★★★★

偏股混合型

360007

光大优势

★★★ ★★★★★

偏股混合型

000970

东方红睿元

★★★★☆

平衡混合型

350001

天治财富

★★★★ ★★★★☆

平衡混合型

000878

中海医药

A ★★★★★

平衡混合型

000742

国泰新经济

★★★☆ ★★★★☆

平衡混合型

000531

东吴阿尔法

★★★★★ ★★★★

平衡混合型

000029

富国策略

★★★★ ★★★★★

平衡混合型

519697

交银行业

★★★★★ ★★★★

平衡混合型

070018

嘉实回报

★★★★ ★★★★★

平衡混合型

000219

博时裕益

★★★★★ ★★☆

平衡混合型

519091

新华资源

★★★★ ★★★★☆

平衡混合型

000936

博时新动力

A ★★★★★

平衡混合型

000634

富国天盛

★★★★ ★★★★★

平衡混合型

000523

国投医保

★★★★★ ★★

平衡混合型

000527

南方优享

★★★★ ★★★★★

平衡混合型

040015

华安灵活

★★★★★ ★★★★

平衡混合型

260103

景顺平衡

★★★★ ★★★★☆

平衡混合型

000404

易方达新兴

★★★★★ ★★★★

平衡混合型

710002

富安达策略

★★★☆ ★★★★★

平衡混合型

000073

上投成长

★★★★☆ ★★★★

平衡混合型

000529

广发竞争

★★★☆ ★★★★☆

平衡混合型

000584

新华鑫益

★★★★★ ★★★★

平衡混合型

000423

前海驱动

A ★★★★ ★★★★★

平衡混合型

000698

宝盈科技

★★★★★ ★★

平衡混合型

340008

兴全有机

★★★☆ ★★★★★

平衡混合型

110001

易方达平稳

★★★★★ ★★★★

平衡混合型

000507

泰达养老

A ★★★☆ ★★★★☆

偏债混合型

270002

广发稳健

★★★★★ ★★★★

平衡混合型

000256

上投红利

A ★★★★ ★★★★★

二级债券型

000924

宝盈制造

★★★★★

平衡混合型

000385

景顺景颐

A ★★★★ ★★★★★

二级债券型

202101

南方宝元

★★★★☆ ★★★★

偏债混合型

001031

华夏安康

A ★★★★ ★★★★★

二级债券型

121012

国投优化

A/B ★★★★★ ★★★★

二级债券型

233005

大摩强债

★★★★ ★★★★★

一级债券型

485111

工银双利

A ★★★★★ ★★★★

二级债券型

261001

景顺收益

A ★★★★ ★★★★★

一级债券型

233012

大摩多元

A ★★★★★ ★★★★

二级债券型

020002

国泰债券

A ★★★★ ★★★★★

一级债券型

400009

东方稳健

★★★★★ ★★★★

一级债券型

000024

大摩双利

A ★★★★ ★★★★★

纯债型

000186

华泰季季红

★★★★★ ★★★★

一级债券型

650001

英大纯债

A ★★★★ ★★★★★

纯债型

340009

兴全磐稳

★★★★★ ★★★★

一级债券型

040040

华安纯债

A ★★★★★ ★★★★

纯债型

161820

银华纯债

★★★★★ ★★★★

纯债型

数据来源：招商证券基金评价和分析系统

二、五星级基金点评

1、国泰价值：精选低估值个股，近五年均获

正收益

国泰价值（代码：160215）是国泰基金旗下

的一只平衡混合型基金，成立于2010年8月13日，

主要依据价值投资经典指标，投资于具有良好盈

利能力和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业绩比较基准为沪

深300指数×60%+中证全债指数×40%，最新规

模为35.4亿元。

国泰价值长期业绩稳定优秀，成立至今收益

远超市场及同类平均水平。 该基金在近五个自然

年度中均获得了正收益， 适应不同市场风格变

化。该基金近一年业绩为16.0%，在同类可比基金

中排名前8%，为投资者带来了优秀的业绩回报。

该基金合约规定，基金的股票投资占基金资

产的比例范围为0-95%，其中投资于具有良好盈

利能力和价值被低估的股票占股票资产的比例

不低于80%。 该基金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精选个股

的策略，利用财务指标筛选出盈利能力强的上市

公司，结合估值指标，构建投资组合。

近一年来，虽然市场波动较大，该基金判断

市场仍然存在长期的结构性机会，因此股票仓位

一直维持在90%以上。 从所选重仓股来看，该基

金行业配置相较均衡， 偏重周期及制造板块，持

股周期较长。 该基金未来将围绕消费品牌升级和

产业升级挖掘优质个股，力求为投资者获取长期

稳健的收益。

现任基金经理周伟锋具有近5年的基金经理

经验，拥有实业工作背景，2008年加入国泰基金，

2014年3月起担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任职以来，

共获得180.3%的收益， 在150只同类可比基金中

排名第5，表现出色。 此外，其所管理过的基金在

其任职期间大多表现优秀，体现了基金经理卓越

的投资管理能力。

本期评级结果，国泰价值经典（LOF）入选

“招商证券五星级平衡混合型基金” 。

2、华安生态优先：重点投资生态环保企业，

投资风格稳健均衡

华安生态优先（代码：000294）是华安基金

旗下的一只偏股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成立于2013

年11月28日，最新规模为1.3亿元，重点投资于生

态保护与生态友好相关的行业或企业。 业绩比较

基准为中证800指数×80%+中国债券总指数×

20%。

该基金长期业绩表现稳定，成立至今已获得

了103.7%的收益， 在同类可比基金中排名前

21%。2018年开年以来，在A股市场波动较大的情

况下，该基金对于比较基准仍然获得了一定的超

额收益，业绩排名稳定靠前。

该基金管理人认为，资源环境已经成为制约

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致力于改善环境生态

的行业与公司或将迎来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因此，该基金以生态保护与生态友好相关的股票

为重点投资对象，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该基金合约规定最低仓位为60%， 在实际运

作中一般维持在80-90%之间， 前十大重仓股占

股票资产的比例在50%左右， 整体风格较为均

衡。 本年度以来，市场波动性加大，该基金减少了

对周期股的配置，增加了对消费品和成长股的配

置比例，自下而上地寻找行业逻辑和收入端均有

支撑的成长型企业，力求获得长期稳健收益。

该基金的现任基金经理为刘伟亭和陈媛，其

中刘伟亭拥有超过6年的投资经理经验， 曾在国

富基金担任研究员和基金经理，2015年起加入华

安基金，其所管理的多只基金在其任职期间均表

现优秀。 2015年9月起担任华安生态优先的基金

经理，在其任职期间，该基金共获得了53.6%的收

益，在同类可比基金中排名前6%，为投资者获取

了优秀的业绩回报。

本期评级结果，华安生态优先入选“招商证

券五星级偏股混合型基金” 。

3、交银核心：适应不同市场风格，基金经理

投资能力优秀

交银核心（代码：519712）是交银施罗德基

金旗下的一只偏股混合型基金。 该基金成立于

2012年8月3日，最新规模为6.0亿元，业绩比较基

准为沪深300指数×75%+中证综合债券指数×

25%。

截至2018年4月27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已

获得了189.5%的收益，在同期可比基金中排名前

8%， 长期业绩优秀。 该基金在最近3个自然年度

均获得了正收益， 在不同市场风格下均表现优

秀，适应性强。 2018年开年以来，在沪深300指数

及同类基金平均收益均为负值的情况下，该基金

获得了10.4%的正收益，大幅超越市场表现。

基金管理人认为数量化工具的引入能帮助

减小投资的下行风险， 提高投资收益的稳定性。

基金主要结合基本面多因子指标等组合管理手

段，选择具有显著阿尔法特征的个股。

基金合约规定最低股票仓位为60%， 实际运

作中仓位大多维持在80%左右的水平。 该基金持

股集中度较高。 2018年一季度，该基金着重配置

了中小创板块的计算机个股，提前布局，获取了

优秀的业绩回报。 该基金未来将继续坚持寻找可

持续成长的行业和公司，力求为持有人获得超额

收益。

该基金的现任基金经理为何帅， 拥有近3年

的投资经理经验，2015年9月16日起担任该基金

的基金经理，任职期间共获得了92.7%的收益，在

同类可比的470只基金中排名第4，表现优秀。 此

外，其所管理的交银优势行业和交银施罗德持续

成长表现同样出色，体现出基金经理优异的投资

管理能力。

本期评级结果，交银阿尔法核心入选“招商

证券五星级偏股混合型基金” 。

4、国联安精选：青睐中小盘个股，深入研究、

长期持有

国联安精选（代码：257020）是国联安基金

旗下的一只偏股混合型基金。 基金通过投资财务

稳健、业绩良好、管理规范的公司来获得长期稳

定的收益。 基金成立于2005年12月28日，最新规

模为26.0亿元， 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

85%+上证国债指数×15%。

基金长期业绩优异，截止2018年4月27日，基

金近三年收益31.6%， 超越同期沪深300指数

53.5%，在同类基金中排名前6%，三个自然年度

业绩均超越同类基金同期平均业绩。 2018年以

来，市场经历两轮下跌，偏股混合型基金平均下

跌4.6%，基金仍获得0.2%的正收益，排名同类基

金同期业绩前15%。

根据基金合同，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60-95%。 过往投资中，基金高仓位运作，仓位基

本保持在80%以上。 在股票投资上，基金主要根

据上市公司获利能力、资本成本、增长能力以及

股价的估值水平来选择个股、构建投资组合。 根

据季报披露， 基金持仓偏重中小盘个股，2017年

虽然顺应市场风格配置了中国平安、 中国人寿、

格力电器等蓝筹个股， 重仓股仍以中盘个股为

主。 基金持股周期较长，部分个股重仓持有一年

以上，基金对个股的深入研究、长期持有体现了

基金经理通过价值投资追求长期稳健收益的投

资理念，力争为投资者带来了优秀回报。

基金经理魏东具有 13年基金经理经验 ，

2009年9月以来一直管理国联安精选混合基金。

魏东任职以来，基金获得了152.5%收益，与同类

基金同期平均业绩相比，超额收益73.7%，排名

同类基金同期业绩前12%， 体现了优秀的投资

管理能力。

本期评级结果，国联安精选入选“招商证券

五星级偏股混合型基金” 。

5、民生加银景气行业：重配景气行业，五年

录得正收益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代码：690007）是民生

加银基金公司旗下的一只偏股混合型基金，股票

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60-95%。 基金在充分控

制风险、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把握景气行

业中的投资机会，争取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

增值。 基金成立于2011年11月22日，最新规模为

12.2亿元， 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收益

率×80%+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20%。

基金业绩稳健优秀，2012年现任基金经理接

任以来，基金每年均为投资者带来正收益，体现

了该基金在不同市场情况下稳定的投资能力。 截

止2018年4月27日，基金近三年收益31.2%，超越

同期沪深300指数53.0%，在同类基金同期业绩中

排名前6%。

根据基金合同，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60-95%， 投资于景气行业的股票占股票资产的

80%以上。 基金将景气行业界定为景气程度高或

者趋势向好的行业，主要包括符合社会经济发展

趋势、契合政府政策目标、周期向上以及受各种

内外因素驱动而繁荣的行业。

基金仓位调整灵活， 充分利用60-90%的调

仓范围进行择时。 基金对于看好的行业重点配

置，体现了自上而下选股的特点。 2017年以来基

金主要关注计算机及医药行业，采用了长期重仓

持有的方式，基金对于行业行情的把握为投资者

带来了优异回报。

基金经理吴剑飞具有10年基金经理经验，

2012年2月开始管理民生加银景气行业。 吴剑飞

任职以来基金获得140.8%收益，排名同类基金同

期业绩前25%，体现了优秀的投资管理能力。

本期评级结果，民生加银景气行业入选“招

商证券五星级偏股混合型基金” 。

6、广发稳健增长：长期稳健投资，风控能力

突出

广发稳健增长（代码：270002）是广发基金

旗下的一只平衡混合型基金。 基金投资于股票、

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总值的80%，其中股

票投资比例范围为30-65%。 该基金成立于2004

年7月26日，最新规模为36.9亿元，业绩比较基准

为沪深300指数×65%+中证全债指数×35%。

基金长期业绩稳定优秀， 自2012年以来，基

金每一年均录得正收益，且在市场大幅波动的情

况下表现较好， 在2016年市场年初熔断的情况

下，全年依然取得了0.6%的正收益，超越同类基

金平均14.6%，在同类基金中排名前15%。

基金主要投资大盘绩优企业以及规模适中、

具有竞争优势且有望成长为行业领袖的企业，从

而分享中国经持续增长的红利。 在具体投资时，

基金通过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并进一步通过定量

与定性结合的方式，精选具有持续成长能力公司

进行重点投资。

基金近两年来仓位在40-60%之间波动。 自

2017年下半年以来，基金逐渐降低仓位，通过仓

位控制的方式较好地规避了市场的波动风险。 基

金整体持股以价值股与稳健成长股为主，持股周

期较长，持仓集中度较高，体现出管理者关注公

司长期价值的投资理念。 自2016年底以来，基金

保持了对医药行业的高配，且在今年一季度取得

了较好的收益贡献。

基金经理傅友兴于2006年加入广发基金，历

任研究员、研究发展部总经理等岗位。 除广发稳

健增长之外，广发优企精选和广发聚安在其管理

期内均取得了同类前5%的成绩，体现了其较强的

投资能力。

本期评级结果，广发稳健增长入选“招商证

券五星级平衡混合型基金” 。

7、汇添富优势精选：关注企业持续竞争优势

带来投资价值

汇添富优势精选（代码：519008）是一只偏

股混合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40-95%。 基金主

要投资于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投资于该类

公司股票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资产的80%。 该基

金成立于2005年8月25日， 基金的最新规模为

26.5亿元，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70%+

上证国债指数×30%。

基金在近期表现突出，截至2018年4月27日，

基金近一年收益为33.9%，排名同类524只基金中

第6，其中今年以来收益水平为2.7%，排名同类基

金前10%。 从长期来看，基金业绩表现也较为优

秀，自05年成立以来，基金收益达到1107.0%，排

名同类基金前5%， 其中近三年业绩为10.8%，排

名同类基金前20%。

基金管理者认为，企业的持续成长靠的是其

持续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必将在其股

票价格上得到反映。 故基金以企业竞争优势评估

为核心，以行业背景分析为切入点，同时以财务

分析辅佐印证，对该类主题公司进行重点投资。

基金在2016年底至2017年保持了90%左右

较高仓位，一季末略微降低。 持仓也较为集中，前

十重仓股占股票比例维持在60%以上，整体操作

较为主动。 从重仓股来看，基金长期高配医药、家

电、非银等板块，且对看好公司愿意长期布局，持

仓周期较长。 从一季度末，基金对家电、非银进行

了减持，同时对医药维持高配，增加了对商贸、电

子等行业的配置，取得了较好的收益水平。

基金经理王栩2004年加入汇添富基金，已有

超过8年的基金经理经验，管理经验丰富。 其所管

理的汇添富美丽30自2013年6月成立以来， 实现

回报154.6%，在同类基金中可排名前15%，体现

了其较好的投资管理能力。

本期评级结果，汇添富优势精选入选“招商

证券五星级偏股混合型基金” 。

8、景顺长城鼎益：基本面选股+组合优化，中

长期视角投资

景顺长城鼎益（代码：162605）是一只偏股

混合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60-95%。 基金通过

主动的基本面选股和最优化风险收益配比获取

超额收益，力求长期稳定的回报。 该基金成立于

2005年3月16日，最新规模为31.5亿元，业绩比较

基准为沪深300指数×80%+银行同业存款利

率×20%。

基金长期业绩领先，近三年实现回报36.9%，

超越沪深300指数58.8%， 排名同类基金前3%。

2017年，基金业绩尤为突出，全年收益达55.5%，

排名同类500多只基金中第2名。

基金遵循基本面主动选股的原则，自下而上

挖掘基本面良好的优势企业或估值偏低的公司，

结合自上而下的宏观经济及政策分析、产业景气

及产业政策分析精选股票进行投资。 同时，基金

借鉴海外风险管理经验，对风险进行识别、监控，

将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同时，增强主动选股的

收益。

从季报来看， 基金保持85%以上较高仓位运

作， 选股集中度较高，2017年以来前十重仓股占

股票资产比例均在75%以上， 投资风格较为主

动。 基金板块配置中，2017年以家电、白酒与医药

为主，全年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 从一季度持

仓来看，基金维持了去年以来对家电、白酒等板

块的高配，在市场热点快速轮动的环境下选择了

不猜测、不盲从的策略，体现了基金中长期视角

出发进行价值投资的投资风格。

基金采用团队投资的方式运作，现任基金经

理刘彦春具有9年投资经理经验， 现任景顺长城

基金总经理助理、研究部总监，投资经验丰富。 其

所管理的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自2015年4月至今收

益水平达42.6%， 位列同类基金前5%， 表现优

秀。

本期评级结果，景顺长城鼎益入选“招商证

券五星级偏股混合型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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