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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政策导向，偏股基金占据主流
凯石工场研究报告

张慧 高级分析师

导语


2014 年 4 月下半月基金发行设立情况相比上半月虽有所下降，但是绝对数
量仍较多，截止 5 月 4 日，共有 16 只产品正在发行，且偏股型基金依旧统
治市场。目前市场上在发的偏股型产品主要分布在两个投资方向，其一，是
投向军工、改革创新、美丽中国、品质生活等政策导向领域的行业主题型基
金；其二，则是享有打新便利的灵活配置类混合型基金产品。



目前正在募集的新产品中，中银健康生活股票型基金、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
基金都比较契合当前的政策环境，可适当关注。

公募基金双周发行概况


2014 年 4 月下半月（2014.4.16 至 2014.4.30）A 股市场单边下行，几乎吞
噬了上半月所获得的收益，其中，沪深 300 指数期间下跌 3.18%，中证 500
指数下跌 6.36%。不过，基金发行设立情况相比上半月虽有所下降，但是绝
对数量仍较多，且偏股型基金依旧统治市场。


截止 5 月 4 日，共有 16 只产品正在发行，其中股票型基金 5 只、混合
型基金 6 只，另有 4 只债券型基金和 1 只货币市场基金产品，具体可参
见图表 1。新成立的产品方面，4 月上半月共有 15 只基金完成募集并设
立，其中股票型基金 4 只，募资规模 11.60 亿元；混合型基金 6 只，除
去一只暂未公布募集规模的产品，其余 5 只合计募资规模 35.33 亿元；
债券型基金 3 只，募得资金 14.80 亿元；货币市场基金 2 只，募得资金
41.97 亿元，募资规模最大。



前文提到，本期新发产品中偏股型基金依旧占据绝大多数，从大类上来
看，目前在发的偏股型产品主要分布在两个方向。其一，是投向改革创
新、品质生活等政策导向领域的行业主题型基金；其二，则是灵活配置
类的混合型基金产品。具体来看，在发的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军工、
改革创新、美丽中国、以及与健康生活相关的大消费等等领域，所选主
题均紧随当前政策大方向，契合市场环境。而混合型基金则以灵活配置
型产品为主，6 只混合型产品中有 5 只属于灵活配置风格基金，此类产
品股票仓位的较大波动范围为其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而且，也为打
新提供了便利。



另外，据财汇数据库统计显示，4 月下半月公告前期递交申请材料的共
22 只基金产品获得受理。具体来看，获得受理的产品种类丰富，其中股
票型 7 只、混合型 7 只、债券型 4 只、货币型 4 只，而这 7 只股票型基
金中有 2 只为指数型产品。以上产品主要分布在博时、富国、工银瑞信、
广发、国金通用、国寿安保、国投瑞银、海富通、华夏、汇添富、嘉实、
建信、景顺长城、前海开源、天弘、万家、长盛、长信、招商、中欧基
金等 20 家基金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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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在发基金产品列表（截止 2014.5.4）
代码

简称

凯石分类

募集起始日 计划截止日

代码

简称

凯石分类

000587

大成灵活配置混合

混合-灵活型

2014/4/1

000601

华宝兴业创新股票

股票-主动型

000596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

股票-指数型

000611

长城淘金一年期理财债券

2014/5/9

000585

嘉实对冲套利定期混合

混合-偏股型

2014/4/18

2014/5/13

2014/4/8

2014/5/9

000591

中银健康生活股票

股票-主动型

2014/4/21

2014/5/16

2014/4/8

2014/5/8

000622

华富恒财分级债券

债券-纯债基金 2014/4/22

2014/5/13

债券-纯债基金 2014/4/10

2014/5/5

519126

浦银安盛新经济结构混合

000592

建信改革红利股票

股票-主动型

2014/4/14

2014/5/9

000599

信诚薪金宝货币

160812

长盛同益成长回报(LOF)

混合-灵活型

2014/4/14

2014/5/9

519664

银河美丽股票 A

000512

国泰结构转型灵活配置混合

混合-灵活型

2014/4/15

2014/5/15

000510

诺安永鑫收益一年定开债券

000402

工银纯债债券 A

债券-纯债基金 2014/4/16

2014/5/13

519738

交银周期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混合-灵活型

募集起始日 计划截止日

2014/4/23

2014/5/23

货币市场基金 2014/4/28

2014/5/7

股票-主动型

2014/4/28

2014/5/21

债券-纯债基金 2014/4/28

2014/5/20

混合-灵活型

2014/4/28

2014/5/16

注：A/B/C 类仅列举 A 类。
来源：凯石财富工场

新发产品推荐


中银健康生活股票型基金


关注健康生活领域机会，符合当代社会趋势。中银健康生活股票基金主
要把握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健康需求升级所蕴含的投资机会，招募说明
书中规定，投资于本基金所界定的健康生活相关股票的比例不低于非现
金基金资产的 80%。该产品对于健康生活的关注十分符合当前的社会发
展趋势，因为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人口老龄化、
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居民对于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
的需求日渐增长，势必会带来相关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并推动与之
相关的上市公司稳健快速成长。具体来看，该基金所投资行业涉及生活
消费、商业贸易、养老医疗、地产金融、文化教育、信息传媒、旅游航
空、节能环保等与衣食住行和丰富精神生活相关的领域，以及现代农业、
食品安全、智慧城市、平安生活、清洁能源、园林装饰、绿色建筑、现
代物流、高端装备制造、高端汽车零配件、信息消费等在居民需求升级
过程中，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较高成长性的新兴产业和行业。



基金经理投资经验丰富。基金经理张琦 2005 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先后担任研究员、中银增长基金基金经理助理等职位，是由中银
基金培养出来的一名基金经理。其自 2010 年 7 月开始管理基金产品，
所管理的第一只基金是中银增长基金，担任该产品基金经理时至 2014
年 1 月。除此之外，2011 年 9 月至今张琦还同时管理着中银优选基金，
2013 年 5 月至今管理中银策略基金。总体来看，其投资管理经验比较丰
富，而且由于是中银基金自己培养出来的基金经理，目前也是公司副总
裁(VP)，因而人员稳定性相对较好。

图表 2：中银健康生活股票型基金简介
基金名称

中银健康生活股票型基金

市场代码

000591

基金公司

中银基金

基金经理

张琦

投资策略

在大类资产配置上，该基金优先考虑股票类资产的配置，剩余资产将配置于债券和现金等
大类资产上。具体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趋势，评估市场
的系统性风险和各类资产的预期收益与风险，据此合理制定和调整股票、债券等各类资产的比
例，在保持总体风险水平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力争投资组合的稳定增值。行业配置上，该基金
将综合考虑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需求升级引致的行业景气程度、行业的生命周期、行业
定价能力等因素，进行股票资产在各细分产业、行业间的动态配置。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80%＋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20%

来源：凯石财富工场



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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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美丽中国”主题概念。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将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长期政策，并首次提出了“美
丽中国”概念。在此背景下，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基金紧跟政策步伐，
着手布局受惠于该项政策的主题投资机会，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基金
主要投资于具有竞争优势的美丽主题相关股票，投资于美丽主题相关股
票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具体行业涉及与美丽中国相关
的环境保护行业，如资源管理、污染管理、园林绿化、园林装饰、生态
建设、生态修复等；与美丽中国相关的基础行业，如风能、水能、电力、
汽车、建筑、医药、电子、传媒、旅游、食品饮料、可选消费、文体、
文化等；以及为美丽中国提供持续推动力的新能源和新服务相关行业和
企业，如节约能源和资源管理、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模式等。



A、C 份额费用差别计提。该基金分为 A、C 两类份额，其中 A 类份额
在投资人认购/申购基金时收取认购/申购费用，但不再计提销售服务费。
而 C 类份额正好相反，即在投资人认购/申购时不收取认购/申购费，而
是计提销售服务费，不过两类份额在赎回时均根据持有期限收取赎回费
用。

图表 3：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基金简介
基金名称
市场代码

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基金
519664（A 类）
、
519665（C 类）

基金公司

银河基金

基金经理

张杨、成胜

投资策略

该基金采用多因素分析模型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综合考虑宏观经济面、政策面、市场面
等多种因素，评判证券市场的特点及其演化趋势，重点分析股票、债券等资产的预期收益风险
的匹配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或调整投资组合中股票和债券的比例，以争取降低单一行业投
资的系统性风险冲击，随后，精选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美丽主题相关上市公司进行投资。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80%+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20%

来源：凯石财富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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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本报告中的所有内容版权均属上海凯石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
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发送或者复制本报告及其所包含的材料、内容。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
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如欲引用或转载本文内容，务必联络本公司研究中心并获得许可，并需注明出处
为上海凯石财富投资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文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和删改。
本报告是基于已公开信息撰写，其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均被本公司认为可靠，但本公司不保证其准确性或完
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反映本公司于最初发布此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其所指的基金或者其他理财产
品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本报告所载的除法律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本公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
告不构成私人咨询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
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做参考之用，并未作为或被是为出售或购买其他投资标的邀请或向他人做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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