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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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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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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销售机构

519772.OF

交银新生活力 混合型

2016-11-11

杨浩 交银施罗德基金

38.6598 1.5920 60.65

建设银行、申万宏源、上海好买

050014.OF

博时创业成长 混合型

2010-06-01

韩茂华 博时基金

4.7752 2.1720 23.41 38.52 18.75

国泰君安、浦发银行、上海证券

519069.OF

汇添富价值精选 混合型

2009-01-23

劳杰男 汇添富基金

67.2171 2.5550 28.76 51.64 32.78

国泰君安、建设银行、工商银行

110011.OF

易方达中小盘 混合型

2008-06-19

张坤 易方达基金

51.6188 4.0666 30.88 74.49 58.70

国泰君安、上海证券、建设银行

fund

08

产品推荐

2018

年

5

月

14

日 星期一

编辑：李菁菁 美编：苏振

推荐基金基本资料一览

金牛基金追踪

推

荐

理

由

该基金以合理估值范围内的价

格投资于具有持续稳定高分红记录

的企业、具备持续稳定分红潜力的企

业以及成长性良好的企业，并在坚持

长期投资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的配置

策略，应对短期波动，从而获取超额

收益。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凭借其优异

的业绩表现、 坚持价值投资等优势，

被评选为“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

优胜金牛基金”。

交银新生活力 博时创业成长 汇添富价值精选

易方达中小盘

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坚持价值投资 中长期业绩突出

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简称“大成策略回报混合” )

是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发行

的一只积极配置型基金。 该基金设

立于2008年11月26日， 截至2018

年一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

38.87亿元，份额为35.2422亿份。

历史业绩：中长期业绩领先，在

同类型产品中名列前茅。 截至2018

年5月11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净

值增长率高达372.25%， 超越同期

业绩比较基准355.48%。 该基金长

期业绩表现突出，位于同类型基金

的前列，最近五年，其净值增长率为

179.36%，位列同期377只可比基金

中第27名， 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131.46%。 最近两年，该基金净值增

长43.9%， 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23.56%。 从历史业绩的整体表现来

看，该基金中长期收益回报优异，长

期保持正收益。

投资风格： 多重策略精选红利

股，注重长期资本增值。该基金采用

价值投资策略， 适时评估红利股的

内在价值， 并与其市场价格进行比

较， 投资处于合理估值范围内的红

利股。在总体资产配置中，严格控制

风险，采取趋势投资策略进行配置；

在行业配置、 个股投资上实施行业

轮动投资策略、 核心-卫星策略、价

值投资策略等， 在承担中高风险的

前提下获取尽可能高的投资收益；

同时，强调收益管理，实施收益管理

策略，在增长期及时锁定收益，制度

性的减少未来可能的下跌风险，增

加投资总收益。

基金经理： 绩优基金经理保驾

护航。基金经理徐彦，11年证券从业

经历。 2012年10月31日起至今担任

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在其任职期间内该基

金阶段收益为213.98%，比同期同类

基金平均收益高131.52%，比同期上

证指数高160.06%，他所管理的基金

产品业绩在同类型产品中均处于领

先地位。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大成策略

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混合型

基金中的积极配置型品种， 适合中等

风险承受能力， 并期望获取中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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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程媛）

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简称“交银新生活力”）成立

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 该基金通过深度优选

与新生力量息息相关的优质企业， 分享中

国因新生行业发展所带来的投资新机会。

业绩同类领先：交银新生活力自成立以

来（截至5月11日，下同）已取得59.20%的累

计收益率， 超越同期同类可比 （灵活配置

型）平均年化收益约33个百分点。 2018年以

来，市场多次出现阶段性风格切换，该基金

依旧保持着较好的收益能力，11.25%的涨幅

不仅领先同期沪深300指数表现， 还大幅高

于同类灵活配置型基金的区间表现。

聚焦科技创新和消费升级： 该基金为

成长风格的基金， 主要投资范围是由于互

联网思维的发展和演变， 而带来的传统产

业中供给改善、产业重塑的新生领域。 基金

成立以来， 着力于以基本面推动的视角投

资成长股， 在科技创新和消费升级两个方

向上均有斩获。一方面，重点布局通信设备

与器件、半导体、先进制造等板块的龙头公

司，不少个股获得突出收益；另一方面，关

注伴随经济复苏而来的消费升级趋势，在

中高端酒店、超市、图书教育等行业的配置

也取得丰厚回报。

基金经理研究功力深厚： 基金经理杨

浩是IT科班出身，在新型通信网络、高端制

造设备等领域钻研颇深，曾任通信行业、传

媒互联网行业分析师、TMT组组长， 其管

理的两只基金交银定期支付双息平衡和交

银新生活力在蓝筹占优的2017年分别取得

了32.50%和46.47%的收益。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

称“博时创业成长”）成立于

2010

年

6

月

1

日，

该基金通过深入研究创业成长型公司，挖掘

该类型公司的投资机会，力争为基金持有人

创造出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业绩持续稳健：博时创业成长自成立

以来 （截至5月11日， 下同） 已取得

131.46%的累计收益率， 超越同期同类可

比 （偏股混合型） 平均水平约50个百分

点，年化收益率为11.14%。 2018年以来净

值增长率为10.53%， 超越沪深300指数

14.45个百分点。

精选高成长个股： 博时创业成长A通

过深入分析， 挖掘创业成长型公司的投资

价值。投资理念上，首先自上而下选择潜力

行业， 再微观层面自下而上选择高成长公

司，注重考量业务结构及主营产品竞争力、

企业管理团队的领导与创新能力、 企业经

营业绩与财务等指标，深入评估企业价值。

基金经理任职以来，在2015年上半年增持

新兴行业，四季度降低了股票头寸，调整结

构，布局了一些周期股，全年取得了突出的

业绩回报；2016年通过在有色和基建上有

所收益，控制了基金的亏损幅度；在2017

年市场结构分化的背景下继续坚守成长风

格，显示出对产品定位的恪守。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基金经理韩茂华

拥有近12年证券从业经验，2006年加入博

时基金，历任研究员、公用事业与金融地

产研究组主管、 原材料组主管兼研究员，

先后管理6只公募基金产品， 多只产品表

现优良。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产品特征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汇添富价值精选”）成立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 该基金精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

公司股票，在有效管理风险的前提下，追求

基金资产的中长期稳健增值。

长期业绩稳健： 汇添富价值精选自成

立以来 （截至5月11日， 下同） 已取得

457.77%的累计收益率， 年化收益率为

20.30%。 2017年度基金收益率为28.31%，

在同类产品中排名前20%。 2018年以来净

值增长率5.06%， 超越沪深300指数8.98个

百分点。

定量+定性选股，风格均衡：汇添富价

值精选坚持“行业相对均衡、个股适度集

中、适时动态调整” 的风格和思路。 基金基

本不做大规模的择时操作， 注重个股选择

和调整，以价值和成长相结合、根据估值水

平变化和个股基本面逻辑对组合进行动态

调整。选股结合定量筛选和定性分析，通过

三级过滤模型，构建备选、价值和核心价值

三级股票库， 精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公

司股票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基金在2017年

四季度适当增加的地产股、 医药股等在一

季度取得了不错的收益和超额收益， 并对

地产股进行了兑现操作。

基金经理业绩稳定性高： 基金经理劳

杰男在投资风格上强调均衡配置， 分散风

险，在金融、消费、制造、科技板块都有涉

猎，同时注重安全边际，强调“风险调整后

收益” ，在其任职的两年多时间里，无论月

度还是季度区间， 都保持着较好的收益稳

定性。

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易方达中小盘”）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19

日， 该基金通过投资具有竞争优势和较

高成长性的中小盘股票， 力求在有效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业绩持续稳健：易方达中小盘自成立

以来 （截至5月11日， 下同） 已取得

364.36%的累积收益率， 超越同期同类可

比（偏股混合型）平均水平约270.52个百

分点，年化收益率16.78%。 现任基金经理

自2012年9月开始管理，2013年-2017年

度收益率分别为9.61%、31.43%、25.78%、

8.30%和46.82%， 连续5年取得正收益。

2018年以来净值增长率超过5.62%， 超越

沪深300指数近9.54个百分点。

长期持有，稳健成长：易方达中小盘

的策略是纯粹地自下而上寻找好企业。

基金经理在3500家上市公司中逐步筛

选， 通过看财务指标 （企业平均ROE、

ROIC在10%以上）、剔除高杠杆的公司、

剔除行业中市场地位比较低、 议价能力

不强、营运资金很大的企业，精选出看好

的公司重点配置并长期持有。 在基金经

理所管理的基金持仓里， 多只个股持有

周期长达四五年，比如贵州茅台、伊利股

份等， 充分享受了优质公司长期增长的

收益。

基金经理风格稳定，业绩优秀：基金

经理张坤2008年加入易方达基金，自任职

基金经理以来， 始终保持稳健成长的风

格， 该基金在其任职的5个自然年度中每

年都实现了正收益。

均衡配置 把握阶段性机会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李颖

表格

近期A股市场整体弱势，出现阶段性风格切换。 展望后市，我们对于中长期行情保持乐观，

短期认为市场波动性将加大，局部、阶段性机会将层出不穷。由于个股表现将进一步分化，资金

在不同主题、板块间轮动，因此建议均衡配置，前期经过调整的中大盘基金和拥抱科技红利的

战略新兴产业基金都值得关注。 本期选出交银新生活力、博时创业成长、汇添富价值精选和易

方达中小盘这四只基金进行分析，供投资者参考。

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坚持价值投资 中长期业绩突出

推荐理由 ：该基金以合理估值范围内的价格投资于具有持续稳定高分红记录的企业、具备持续稳定分红潜力的企业以及成长性良好的企业，并在坚持长期投资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的配置策略，应对短期波动，从而获取超额收益。 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凭借其优异的业绩表现、坚持价值投资等优势，被评选为“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大成策略回报混合” )是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发行的一只积极配置型基金。 该基金设立于 2008年11月26日，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该基金的资产规模为38.87亿元，份额为35.2422亿份。

历史业绩 ：中长期业绩领先，在同类型产品中名列前茅。 截至2018年5月11日，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净值增长率高达372.25%，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355.48%。 该基金长期业绩表现突出，位于同类型基金的前列，最近五年，其净值增长率为179.36%，位列同期377只可比基金中第 27名，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131.46%。 最近两年，该基金净值增长43.9%，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23.56%。 从历史业绩的整体表现来看，该基金中长期收益回报优异，长期保持正收益。

投资风格 ：多重策略精选红利股，注重长期资本增值。 该基金采用价值投资策略，适时评估红利股的内在价值，并与其市场价格进行比较，投资处于合理估值范围内的红利股。 在总体资产配置中，严格控制风险，采取趋势投资策略进行配置；在行业配置、个股投资上实施行业轮动投资策略、核心 -卫星策略、价值投资策略等，在承担中高风险的前提下获取尽可能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强调收益管理，实施收益管理策略，在增长期及时锁定收益，制度性的减少未来可能的下跌风险，增加投资总收益。

基金经理 ：绩优基金经理保驾护航。 基金经理徐彦，11年证券从业经历。 2012年10月31日起至今担任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在其任职期间内该基金阶段收益为213.98%，比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高 131.52%，比同期上证指数高160.06%，他所管理的基金产品业绩在同类型产品中均处于领先地位。

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中的积极配置型品种，适合中等风险承受能力，并期望获取中等收益的投资者。 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请谨慎投资。 （天相投顾 张程媛）

交银新生活力

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交银新生活力” ）成立于 2016年11月11日，该基金通过深度优选与新生力量息息相关的优质企业，分享中国因新生行业发展所带来的投资新机会 。

业绩同类领先：交银新生活力自成立以来（截至5月 11日，下同）已取得59.20%的累计收益率，超越同期同类可比（灵活配置型）平均年化收益约33个百分点 。 2018年以来，市场多次出现阶段性风格切换，该基金依旧保持着较好的收益能力，11.25%的涨幅不仅领先同期沪深300指数表现，还大幅高于同类灵活配置型基金的区间表现。

聚焦科技创新和消费升级：该基金为成长风格的基金，主要投资范围是由于互联网思维的发展和演变，而带来的传统产业中供给改善、产业重塑的新生领域。 基金成立以来，着力于以基本面推动的视角投资成长股，在科技创新和消费升级两个方向上均有斩获。 一方面 ，重点布局通信设备与器件、半导体、先进制造等板块的龙头公司，不少个股获得突出收益；另一方面，关注伴随经济复苏而来的消费升级趋势，在中高端酒店、超市、图书教育等行业

的配置也取得丰厚回报。

基金经理研究功力深厚 ：基金经理杨浩是 IT科班出身，在新型通信网络、高端制造设备等领域钻研颇深，曾任通信行业、传媒互联网行业分析师、TMT组组长，其管理的两只基金交银定期支付双息平衡和交银新生活力在蓝筹占优的 2017年分别取得了32.50%和 46.47%的收益。

博时创业成长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博时创业成长” ）成立于2010年 6月1日，该基金通过深入研究创业成长型公司，挖掘该类型公司的投资机会，力争为基金持有人创造出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业绩持续稳健：博时创业成长自成立以来（截至5月 11日，下同）已取得131.46%的累计收益率，超越同期同类可比（偏股混合型）平均水平约 50个百分点，年化收益率为11.14%。 2018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为 10.53%，超越沪深 300指数14.45个百分点 。

精选高成长个股 ：博时创业成长A通过深入分析，挖掘创业成长型公司的投资价值。 投资理念上，首先自上而下选择潜力行业，再微观层面自下而上选择高成长公司，注重考量业务结构及主营产品竞争力、企业管理团队的领导与创新能力、企业经营业绩与财务等指标，深入评估企业价值。 基金经理任职以来，在 2015年上半年增持新兴行业，四季度降低了股票头寸 ，调整结构，布局了一些周期股，全年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回报；2016年通过在有色和基建上有所收

益，控制了基金的亏损幅度；在2017年市场结构分化的背景下继续坚守成长风格，显示出对产品定位的恪守。

基金经理经验丰富：基金经理韩茂华拥有近12年证券从业经验，2006年加入博时基金，历任研究员 、公用事业与金融地产研究组主管、原材料组主管兼研究员，先后管理6只公募基金产品，多只产品表现优良。

汇添富价值精选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汇添富价值精选” ）成立于2009年1月 23日，该基金精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公司股票，在有效管理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中长期稳健增值。

长期业绩稳健：汇添富价值精选自成立以来（截至 5月11日，下同）已取得 457.77%的累计收益率，年化收益率为20.30%。 2017年度基金收益率为28.31%，在同类产品中排名前 20%。 2018年以来净值增长率5.06%，超越沪深300指数8.98个百分点。

定量+定性选股，风格均衡 ：汇添富价值精选坚持“行业相对均衡、个股适度集中、适时动态调整” 的风格和思路 。 基金基本不做大规模的择时操作，注重个股选择和调整，以价值和成长相结合、根据估值水平变化和个股基本面逻辑对组合进行动态调整。 选股结合定量筛选和定性分析，通过三级过滤模型，构建备选、价值和核心价值三级股票库，精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公司股票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基金在2017年四季度适当增加的地产股、医药股等在

一季度取得了不错的收益和超额收益，并对地产股进行了兑现操作。

基金经理业绩稳定性高 ：基金经理劳杰男在投资风格上强调均衡配置，分散风险，在金融、消费、制造 、科技板块都有涉猎，同时注重安全边际 ，强调“风险调整后收益” ，在其任职的两年多时间里 ，无论月度还是季度区间，都保持着较好的收益稳定性。

易方达中小盘

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易方达中小盘 ” ）成立于2008年 6月19日，该基金通过投资具有竞争优势和较高成长性的中小盘股票，力求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业绩持续稳健：易方达中小盘自成立以来（截至5月 11日，下同）已取得364.36%的累积收益率，超越同期同类可比（偏股混合型）平均水平约 270.52个百分点，年化收益率 16.78%。 现任基金经理自 2012年9月开始管理，2013年-2017年度收益率分别为9.61%、31.43%、25.78%、8.30%和 46.82%，连续5年取得正收益。 2018年以来净值增长率超过5.62%，超越沪深300指

数近9.54个百分点。

长期持有，稳健成长：易方达中小盘的策略是纯粹地自下而上寻找好企业。 基金经理在3500家上市公司中逐步筛选，通过看财务指标（企业平均ROE、ROIC在10%以上）、剔除高杠杆的公司、剔除行业中市场地位比较低、议价能力不强、营运资金很大的企业，精选出看好的公司重点配置并长期持有。 在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持仓里 ，多只个股持有周期长达四

五年，比如贵州茅台、伊利股份等，充分享受了优质公司长期增长的收益。

基金经理风格稳定，业绩优秀：基金经理张坤2008年加入易方达基金，自任职基金经理以来，始终保持稳健成长的风格，该基金在其任职的5个自然年度中每年都实现了正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