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            可信赖的投资顾问 www.jnlc.com 

基金月度报告—2月 

 

 债基暖风徐徐 QDII 基金普涨 

金牛理财网研究中心 

研究员：盖明钰 

【电话】：010-59336503 

【邮箱】：gaimingyu@csfjn.com 

联系人：李艺菲 

【电话】：010-59336545 

【邮箱】：liyifei@csfjn.com 

联系人：何法杰 

【电话】：010-59336546 

【邮箱】：hefajie@csfjn.com 

联系人：郭佳楠 

【电话】：010-59336554 

【邮箱】：guojianan@csfjn.com 

服务邮箱：service@csfjn.com 

金牛理财网：www.jnlc.com 

                                    报告日期：2014-03-03 

业绩回顾：  

权益类：沪指冲高回落创业板调整，黄金 ETF、消费主题基金领涨 2

月市场资金面较为宽松，消息面上，新能源汽车、国企改革、高送转等概

念热炒。全月上证综指上涨 1.14%，深证成指下跌 2.73%；中小板跌幅较

小，下跌 0.01%；创业板深度回调，跌幅达 4.08%。受此影响，252只指

数型股基 81涨 4平 1跌，整体平均下跌 0.42%。11个天相一级行业 8涨

3跌，原材料、投资品和公用事业行业指数涨幅靠前，能源、金融、房地

产三个周期性行业下跌。风格上，小盘超越大盘。主题上，黄金主题 ETF、

消费型行业基金领涨，地产类领跌。627只主动股混型基金 197涨 7平 423

跌，整体平均下跌 0.93%。 

债券类：债券基金平均上涨 1.53%，主动债基表现优于被动债基 2 月

份货币市场短期流动性呈现相对宽松态势，资金利率大幅下行。在流动性

回暖及经济复苏持续弱势的影响下，债券市场再度走高。626 只可比的债

券型基金则平均上涨 1.53%。其中，28只被动债券型基金平均上涨 1.37%；

598只主动债券型基金涨幅则为 1.54%：一级债基、二级债基以及纯债基

金涨幅分别达到 1.66%、1.55%、1.5%；可转债基金则受后期股市下跌拖

累，平均涨幅仅为 0.79%。 

货币类：平均收益率小幅下行 17BP 至 5.5%，理财债基下行幅度小于

货币基金  受节后短期流动性相对宽松影响,货币市场资金利率出现大幅

下行。2月份可比的 256只货币类基金简单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则小幅下

行 17BP至 5.5%。其中，理财债基下行 7BP至 5.78%，货币基金则下行 21BP

至 5.36%，两者之间收益差距扩大至 42BP。 

QDII：经济数据好于预期标普创新高，基金实现普涨 2月外围股市形

势大好，美国三大股指道指、纳指与标普 500指数分别上涨 3.97%、4.98%

与 4.31%。94只 QDII基金 2月除易方达恒生联接(美元现汇)一只基金下

跌 0.2%外其余均实现正收益。整体简单平均净值上涨 3.75%。从大类表现

来看，各主要类型平均收益全线收涨。 

市场动态：新设 13只，货币类首募金额居首 

2月新设的基金共计 13只，共募集 136.02亿元，比 1月下降了约 70%。

其中，固收类基金 6只，均为货币市场型基金，共募集 50.6亿元，占比

37.2%。另外，2月共有 10家基金公司各发生高管变动。兴业基金变动次

数最多，达到 6次。50只基金发生基金经理变动，其中 30只涉及增聘，

31只涉及解聘，11只基金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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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金业绩回顾 

1．权益类：沪指冲高回落创业板调整，黄金 ETF、消费主题基金领涨 

2014年 2月虽然仅有 16个交易日，但 A股市场却经历了一波让人心惊肉跳的“冲高回落”。春节过

后，资金面较为宽松，消息面上主要围绕即将召开的“两会”作文章。地方两会热议的新能源汽车再度

将特斯拉概念中的汽车、锂电池等个股热炒。中石化和格力电器试水混合所有制，为国企改革打响头炮，

与之相关的油改和竞争性国企板块迎来一波上涨。部分高送转个股也获得资金关注。另外，地产板块因

银行停止放贷的争议连连走低。 

全月上证综指上涨 1.14%，深证成指下跌 2.73%；中小板跌幅较小，下跌 0.01%；创业板深度回调，

跌幅达 4.08%。受此影响，252只指数型股基 81涨 4平 1跌，整体平均下跌 0.42%。11个天相一级行业 8

涨 3跌，原材料、投资品和公用事业行业指数涨幅靠前，能源、金融、房地产三个周期性行业下跌。风

格上，跟踪中证 500等小盘指数的指基涨幅居前，跟踪沪深 300、中证 100等大盘指数的指基领跌。主题

上，受益于金价上涨，黄金主题 ETF基金领涨；相反，跟踪金融、地产等行业指数的指基领跌，受益于

油改和国企改革等热点，资源主题基金业绩多数收正，但涨幅有限。 

627只主动股混型基金上月 197涨 7平 423跌，整体平均下跌 0.93%。 受益于休闲服务、化工、医

药等消费性行业上市公司的良好表现，重点配置该领域的主动股混型基金净值获得大幅上涨。具体看来，

汇添富逆向投资净值上涨 9.1%，位居主动股混型基金首位。该基金 2013年四季度股票仓位处于 88.8%的

偏高水平，行业配置偏向制造业中的非周期性行业，兼配少量金融、地产等周期性行业。前十大重仓股

主要分别来自银行、化工、农林牧渔等 9个不同行业。月涨幅最大的为机械设备股烟台冰轮，上涨 21.37%。

业绩排名第二的同为汇添富旗下基金。汇添富美丽 30股票月净值录得 7.72%，仓位高于 85%，行业配置

上以医药、家电、汽车、公用事业等“美丽中国”概念涉及的消费型行业为主。重仓股中爱尔眼科和信

邦制药月涨幅超 18%。华商大盘量化精选和银华中小盘股票分别上涨 7.62%和 6.42%位居第三、四位。二

者四季度在选股上新晋股过半，均在国防军工和计算机股上有重配。工银瑞信信息产业股票月净值涨幅

录得 6.18%位列第五。该基金仓位长期位于 70%左右适中水平。前三大重仓行业分别为制造业、公用事业

和采矿业。重仓股中通源石油涨幅最大，高达 33%。 

表 1：月度指数及各类基金业绩表现（2014.2） 

基金类型 涨幅（%） 指数名称 涨幅（%） 一级行业 涨幅（%） 

股票->主动型 -1.07 上证综指 1.14 原材料 3.69 

股票->指数型 -0.42 深证成指 -2.73 投资品 2.33 

混和->偏股型 -0.83 沪深 300 -1.07 公用事业 2.02 

混合->保守配置型  0.59 中小板指 -0.02 医药 2.02 

混合->特定策略型 -0.30 创业板指   -4.08 信息技术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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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金类型涨幅是净值增长率的简单平均值，不包括分级基金的子份额。 

数据来源：金牛理财网 

2.债券类：债券基金平均上涨 1.53%，主动债基表现优于被动债基 

春节假期之后的 2月份市场流动性转而回暖，期间央行虽多次启用正回购回笼资金，货币市场资金

利率仍出现显著下行。与 1月底的资金紧张局面相比，银行间债券质押式回购各交易品种加权成交利率

均大幅下行，隔夜、7天更是仅为 1.83%、3.52%，达到近期以来的低点。在短期流动性相对宽松、经济

复苏持续弱势的市场环境下，债券市场再度走高，中债总指数净价上涨 1.19%。其中，短期利率债品种率

先反弹，并逐渐蔓延至中长期品种；信用债收益率下行幅度则超越利率品种，以中高等级信用债表现尤

为出色。而据金牛理财网数据统计，2月份可比的 626只债券型基金平均涨幅达到 1.53%。其中，28只被

动债券型基金平均上涨 1.37%；598只主动债券型基金涨幅则为 1.54%：一级债基、二级债基以及纯债基

金涨幅分别达到 1.66%、1.55%、1.5%；可转债基金则受后期股市下跌拖累，平均涨幅仅为 0.79%。 

具体来看，受东华转债、石化转债价格大涨带动，民生信用双利债券、长信可转债分别大涨 4.51%、

4.35%；配置以信用债为主的招商安心收益债券、财通多策略稳健增长债券涨幅也分别达到 4.46%、4%；

而杠杆比例超高、集中配置利率品种的光大增利收益债券也一改去年的颓势，净值上涨 4.03%；中银信用

增利债券、信达稳定增利债券、农银信用添利债券等基金涨幅也均在 3%以上。而受民生转债价格大跌 7.92%

影响，部分对其配置较重的基金跌幅居前：华安可转债、银华永泰债券、中银转债增强、博时转债增强

跌幅分别达到 3.03%、1.82%、1.33%、1.07%，在同期可比的债券型基金中表现暂时居后。 

表 2：2 月主动债券基金业绩表现 

投资风格 
月度 

涨幅（%） 

今年以来 

累计涨幅（%） 
主题债基 

月度 

涨幅（%） 
上市类型 

月度 

涨幅（%） 

债券指

数 

月度 

涨幅（%） 

纯债基金 1.5 1.65 可转债基 0.79 分级债基 A 份额 0.47 总指 1.19 

一级债基 1.66 1.47 信用债基 1.62 分级债基 B 份额 5.4 国债 0.87 

二级债基 1.58 1.82 利率债基 1.24 其他上市债基 1.85 信用债 1.56 

注：基金类型涨幅是净值增长率的简单平均值，不包括分级基金的子份额；场内基金是价格涨幅；债指是净价指数。 

数据来源：金牛理财网 

3.货币型：平均收益率小幅下行 17BP 至 5.5%，理财债基下行幅度小于货币基金 

受节后短期流动性相对宽松影响,货币市场资金利率大幅下行。2月份可比的 256只货币类基金简单

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转而小幅下行 17BP至 5.5%。其中，理财债基下行 7BP至 5.78%，货币基金则下行 21BP

至 5.36%，两者之间收益差距扩大至 42BP。具体来看，货币基金年化收益率高于 5%的共有 129只，占比

近八成。其中，成立于 1月末的广发天天利 B、国寿安保货币 B、广发天天利 A平均 7日年化收益率分别

达到 6.92%、6.72%、6.66%，易方达易理财、银华货币 B、南方现金通 C等 34只基金也均保持在 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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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债基中年化收益率高于 5%的则有 76只，占比近九成。其中，大成理财 21天 B、大成理财 21天 A、

光大添天利理财 B以及光大添天利理财 A占据前四位，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分别达到 8.13%、7.85%、7.28%、

7.03%；光大添天盈理财 B、工银 60天理财 B、信诚 7日盈 B等 30只产品平均收益率也保持在 6%以上。 

4．QDII：经济数据好于预期标普创新高，基金实现普涨 

2月外围股市形势大好，美国三大股指道指、纳指与标普 500指数分别上涨 3.97%、4.98%与 4.31%；

欧洲股市方面，德国 DAX指数上涨 4.14%、法国 CAC40与英国伦敦金融时报指数分别上涨 5.82%与 4.60%。

亚太市场方面，日经 225指数跌幅收窄，下跌 0.49%，香港恒生指数则强势反弹，上涨 3.64%。新兴市场

涨跌互现，其中巴西圣保罗交易所指数下跌 1.14%。商品市场方面，2月金价继续上扬；农产品和能源价

格走高。 

在此背景下，94只 QDII基金 2月除易方达恒生联接(美元现汇)一只基金下跌 0.2%外其余均实现正

收益。整体简单平均净值上涨 3.75%。从大类表现来看，各主要类型平均收益全线收涨。按市场划分来看，

美国市场上涨 4.31%居首；新兴市场 QDII平均上涨 3.9%，紧随其后；全球市场和亚太市场 QDII也均实

现 3%以上的涨幅。信诚全球商品主题和易方达全球高端消费品分别上涨 8.08%、7.44%位列一、二位。按

主题划分来看，奢侈品主题基金上涨 6.71%居首；黄金主题 QDII净值一路高涨，月涨幅达 6.49%。房地

产和大宗商品 QDII也均有 5%左右的涨幅。 

表 3：月度海外指数及各类 QDII 基金业绩表现 

按市场划

分 
涨幅（%） 特定主题 涨幅（%） 指数名称 涨幅（%） 指数名称 涨幅（%） 

大中华区 2.98 大宗商品 4.72 恒生指数 3.64 法国 CAC40 指数 5.82 

亚太地区 3.60 黄金等贵金属 6.49 日经 225 -0.49 德国 DAX 指数 4.14  

全球市场 3.45 房地产 5.48 道琼斯工业指数 3.97 伦敦金融时报指数 4.60 

新兴市场 3.90 奢侈品 6.71 纳斯达克指数 4.98   

美国市场 4.31 农产品 3.30 标普 500 4.31   

特定主题 5.26 跨市场 2.03   
 

  

债券型 0.75       

数据来源：金牛理财网 

二、 基金市场动态 

1．2 月新设基金：共 13 只，货币类首募金额居首 

2月新设的基金共计 13只，共募集 136.02亿元，比 1月下降了约 70%。其中，固收类基金 6只，均

为货币市场型基金，共募集 50.6亿元，占比 37.2%。上银慧财宝货币 A首募金额达到 22.85亿元居首。

同期权益类基金新设 7只，共募集资金 85.42亿元。其中，新设 4只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共募集 39.03

亿元。主动股票型基金新设 2只，共募得 37.6亿元；指数型基金仅 1只，首募 8.79亿元。整体来看，

http://www.jn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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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级市场发行上，以货币型基金为主的固收类基金仍占主流，设立数量最多。主动股票型基金平募

份额最高，达到 18.8亿元。 

表 4：2 月基金设立情况 

基金类型 
基金数量

（只） 

募集金额 

（亿元） 
规模占比 

平募金额 

（亿元） 

最大募集金

额（亿元） 

最小募集金额 

（亿元） 

货币型 6 50.60 37.20% 8.43 22.85 2.02 

混合型 4 39.03 28.69% 9.76 21.43 3.52 

主动股票型 2 37.60 27.64% 18.80 25.67 11.93 

指数型 1 8.79 6.46% 8.79 8.79 8.79 

总计 13 136.02 100.00% 10.46 25.67 2.02 

数据来源：金牛理财网 注：指数型包括债券指数型 

从产品内部结构来看：今年以来债券型、货币型基金继续加速扩容，二者募资规模累计占比 72.76%。

混合型和主动股票型基金占比均较 1月底有所提升，均超过 10%。指数型基金占比最小，仅为 2.38%。 

表 5：今年以来新设基金类型结构分布 

 
数据来源：金牛理财网  

2．基金公司高管：10 家变更，副总经理变动 3 次 

2月共有 10家基金公司各发生高管变动。兴业基金变动次数最多，达到 6次，其次是华商、华富和

诺安基金，均有 2次。从高管变动的类型看来，董事和监事变动各有 5次；副总经理、独立董事分别有 3

次和 2次；董事长、督察长、监事长变动各 1次。 

表 6：1 月基金公司高管变更明细 

基金公司 职务 上任 离任 日期 

华商基金 董事 张俊芳 邵明天、李文峰 2014/2/27 

华商基金 独立董事 曲飞 徐信忠、李业 2014/2/27 

兴全基金 副总经理   王晓明 2014/2/26 

10.34% 

14.52% 

64.79% 

7.97% 

2.38% 

股票型 

混合型 

货币型 

债券型 

指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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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 监事 匡丽军 刘志军 2014/2/21 

鹏华基金 监事 李国阳 黄俞 2014/2/21 

鹏华基金 监事长 黄俞 胡继之 2014/2/21 

兴业基金 董事 杨吉贵  -- 2014/2/21 

兴业基金 董事长 卓新章  -- 2014/2/21 

兴业基金 督察长 霍建生  -- 2014/2/21 

兴业基金 独立董事 朱利民  -- 2014/2/21 

兴业基金 监事 郑新林  -- 2014/2/21 

长盛基金 董事 陈翔 杜长棣 2014/2/21 

华富基金 董事 姚怀然 杨新潮 2014/2/17 

华富基金 监事 李宏升 陈大毅 2014/2/17 

诺安基金 董事   徐卫晖 2014/2/15 

诺安基金 监事 梅律吾  -- 2014/2/15 

道富基金 副总经理 谭茗予  -- 2014/2/14 

中欧基金 副总经理 许欣  -- 2014/2/12 

数据来源：金牛理财网  

3．基金经理： 50 只发生变动，信诚基金公司 8 只发生变动 

2月共 50只基金发生基金经理变动，其中 30只涉及增聘，31只涉及解聘，11只基金兼有增聘和解

聘基金经理。10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因个人原因变动，15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因工作需要或公司安排发生变

更，3只基金涉及代任，2只岗位调动，1只转型。基金公司方面：信诚基金基金经理变动 8次；博时和

国泰各变动 4次；鹏华等 5家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各变动 3次。 

表 7：2 月基金经理变动明细 

基金名称 基金公司 上任 离任 离任原因 公告日期 

鹏华增值宝货币 鹏华 叶朝明 -- -- 2014/2/28 

大成健康产业股票 大成 曹雄飞 苏秉毅 工作调整 2014/2/17 

博时灵活配置混合 博时 王雪峰 孙占军 个人原因 2014/2/18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 银华 -- 邹维娜 代任 2014/2/7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 银华 -- 邹维娜 代任 2014/2/7 

泰达高票息债券 A 泰达宏利 李慧鹏 -- -- 2014/2/24 

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 信诚 曾丽琼 -- -- 2014/2/11 

信诚优质纯债债券 A 信诚 -- 李仆 个人原因 2014/2/18 

信诚优质纯债债券 A 信诚 王国强 -- -- 2014/2/11 

国泰现金管理货币 A 国泰 王鵾 -- -- 2014/2/21 

信诚理财 7 日盈债券 A 信诚 张倩 -- -- 2014/2/11 

国泰 6 个月短期理财 A 国泰 王鵾 -- -- 2014/2/21 

诺德深证 300 指数分级 诺德 -- 张敬燕 个人原因 2014/2/28 

http://www.jn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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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称 基金公司 上任 离任 离任原因 公告日期 

银华纯债信用债券（LOF） 银华 -- 邹维娜 代任 2014/2/7 

纽银稳健双利债券 A 纽银梅隆西部 -- 闫旭 
公司内部工 

作安排变更 
2014/2/14 

嘉实优化红利股票 嘉实 翟琳琳 -- -- 2014/2/7 

华宝兴业中证短融 50 指数 华宝兴业 王瑞海 陈昕 工作调整 2014/2/19 

中小成长 国泰 -- 章赟 内部工作调整需要 2014/2/24 

中小成长联接 国泰 -- 章赟 内部工作调整需要 2014/2/24 

光大行业轮动 光大保德信 黄兴亮 于进杰 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2014/2/11 

农银汇理中证 500 农银汇理 宋永安 
张惟（Denis 

Zhang） 
工作原因调整 2014/2/10 

长盛同祥泛资源股票 长盛 -- 王克玉 转型 2014/2/10 

农银策略精选股票 农银汇理 -- 
张惟（Denis 

Zhang） 
工作原因调整 2014/2/10 

纽银新动向混合 纽银梅隆西部 刘吉林 -- -- 2014/2/14 

兴业成长 ETF 联接 华宝兴业 陈建华 -- -- 2014/2/10 

华宝上证 180 成长 华宝兴业 陈建华 -- -- 2014/2/10 

国富策略回报混合 国海富兰克林 -- 朱国庆 个人原因 2014/2/21 

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 国联安 潘明 -- -- 2014/2/15 

纽银策略优选股票 纽银梅隆西部 刘吉林 -- -- 2014/2/14 

鹏华丰润债券（LOF） 鹏华 祝松 阳先伟 公司工作安排 2014/2/22 

博时宏观回报 A/B 博时 张勇 皮敏 岗位调动 2014/2/13 

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 信达澳银 -- 曾国富 公司工作安排需要 2014/2/22 

国富沪深 300 指数增强 国海富兰克林 -- 赵晓东 工作需要 2014/2/21 

嘉实回报混合 嘉实 翟琳琳 -- 
 

2014/2/11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 申万菱信 徐爽 单黎鸣 
公司业务 

发展需要 
2014/2/13 

信达澳银债券 A 信达澳银 -- 吴江 个人原因 2014/2/15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 A 信诚 -- 李仆 个人原因 2014/2/18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 A 信诚 宋海娟 -- 
 

2014/2/11 

华富策略精选混合 华富 -- 郭晨 工作安排 2014/2/20 

信诚三得益债券 A 信诚 -- 李仆 个人原因 2014/2/18 

信诚三得益债券 A 信诚 宋海娟 --  2014/2/11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 申万菱信 -- 张鹏 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2014/2/25 

博时第三产业股票 博时 王雪峰 --  2014/2/25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 国海富兰克林 徐荔蓉 朱国庆 个人原因 2014/2/21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 宝盈 -- 余述胜 个人原因 2014/2/18 

国联安精选股票 国联安 刘斌 --  2014/2/15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 B 博时 杨永光 张勇 岗位调动 201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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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称 基金公司 上任 离任 离任原因 公告日期 

光大保德信量化股票 光大保德信 田大伟 --  2014/2/25 

鹏华普天债券 A 鹏华 祝松 阳先伟 公司工作安排 2014/2/22 

华夏兴和封闭 华夏 -- 刘振华 个人原因 2014/2/21 

数据来源：金牛理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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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作者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本人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并得出

结论，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与影响，特此声明。 

风险提示  

本报告版权归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所有，仅供我公司客户

使用。但我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我公司的当然客户。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

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复制或传播。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

须以我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我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资料及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本报

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我公司于本报告公开发布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我公司可

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我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及资料处于

最新状态；我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材料及结论只提供特定客户作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

符合其特定状况，自行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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