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金观察（20140801）：首只移动互联基金发行
Morningstar 晨星(中国)研究中心 廖佳
市场概述：最近一周共有 5 只新基金发行，分别为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北信瑞丰稳定收益债券、建信
中小盘先锋股票、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币、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

图表 1：最近发行的基金概览
基金名称

基金管理公司

托管人

发行日期

发行日期

（开始）

（结束）

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2014-07-31

2014-08-31

北信瑞丰稳定收益债券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

2014-07-28

2014-08-22

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证券

2014-07-28

2014-08-15

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币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2014-07-28

2014-08-13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公司

工商银行

2014-07-28

2014-08-22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晨星（中国）
产品分析：
保本基金 1 只，为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
基金的保本周期为 1 年，倾向于采取绝对收益策略，业绩比较基准为一年定存利率。不同于以往保本
基金惯常采取的 CPPI 投资策略，鑫安保本基金在风险资产的投资上采取指数化投资方式，跟踪中证腾安价
值 100 指数，并引入沪深 300 股指期货，以降低跟踪指数的收益率波动。基金经理还同时管理公司旗下另
一只指数基金。保本基金具有“上涨无限，下跌有限”的特征，稳健型投资者可关注。
股票型基金 2 只，为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主要投资于移动互联主题的上市公司，是首只移动互联主题基金。基金对移动互
联主题的上市公司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1）基于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的结合并实践产生新业务形态
的企业；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制造商、技术提供商、内容提供商、应用开发商、电信运营
商、平台提供商、手机方案提供商、广告代理商等。2）传统行业中运用移动互联技术、理念对企业生态进
行变革和重构的企业。
基金经理对该主题未来的成长性颇乐观，认为：1.移动互联正成为中国转型经济增长新引擎；2.经济转
型中移动互联领域投资价值凸显。在 2013 年的市场中，以 TMT 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相关上市公司涨幅巨大，
申万信息服务行业指数上涨了 78.45%，以创业板为代表的不少中小型公司的估值已经存在一定泡沫。基金
经理目前还同时管理公司旗下另一只基金，管理业绩好于同类平均水平。
图表 2：基金经理欧阳沁春管理信息及业绩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晨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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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围绕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极具投资价值的中小盘成长的投资主题，80%以上非现金
基金资产投资于中小盘股票。基金经理顾中汉表示，依照目前的经济走势来看，经济基本面和市场资金面
尚不足以支撑 A 股市场整体走强，市场仍将延续结构性行情。在经济改革与结构转型中，中小市值上市公
司产业结构升级趋势不可逆转，成长型中小市值公司纷纷致力于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开拓，将成为改革红利
释放的受益者。目前他还同时管理公司旗下另一只股票型基金，业绩好于同类平均水平。当前中小盘股票
估值分化严重，中证 500 指数估值低于历史均值，而创业板指数的当前估值则高于历史均值。在经济转型
期，市场普遍对成长股预期较高，擅长精选成长股的基金经理更能创造好的收益。
图表 3：基金经理顾中汉管理信息及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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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市场基金 1 只，为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币。
基金为公司旗下第二只货币市场基金，与上投摩根货币不同的是，基金的赎回更快，T 日内可完成，
基金的销售服务费较低，投资者需要通过官网直销渠道进行申购。
货币市场基金风险低，流动性佳，最近 3 年的平均年化收益高于一年定存，低风险承受能力投资者可
关注。
普通债券型基金 1 只，为北信瑞丰稳定收益债券。
基金为公司旗下首只产品，基金经理拥有比较丰富的证券从业经验，但并无具体的基金投资管理经验。
今年以来债市反弹明显，债券型基金普遍获得正收益。目前债市整体收益率仍处于合理水平，在经济
复苏较弱，市场普通预期货币政策将维持相对宽松的背景下，债市持续向好的概率较大。稳健型投资者可
考虑进行中长期资产配置。
图表 4：近一周新发基金具体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类别

基金经理信息

基金费率

业绩比

投资组合

较基准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

股票型

欧阳沁春，13 年证券从业经验。

管理费：1.5%

中证移动互联网指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

曾就职于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

托管费：0.25%

数×80% +中债综

产的 80%—95%；投

研究所、中国网络（百慕大）有

申购费：100 万以下 1.5%

合指数×20%

资于移动互联主题

限公司、大成基金、国联安基金，

赎回费：0.5 年以上免

的上市公司股票的

2006 年 9 月加入汇添富基金，曾

资产占非现金基金

任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汇添富

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社会责任股票基金经理。
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

股票型

顾中汉，硕士。曾就职于易方达

管理费：1.5%

85%×中证 500 指数

基金，
2011 年 6 月加入建信基金，

托管费：0.25%

收益率+15%×中

现任建信恒久价值股票、建信优

申购费：100 万以下 1.5%

化配置股票基金经理。

赎回费：1~2 年 0.25%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
产的 80%-95%，不低

债综合全价（总值） 于 80％的非现金基
指数收益率

2 年以上免

金资产投资于具有
较高成长性的中小
盘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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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摩根现金管理

货币型

王亚南，硕士。10 年证券从业经

管理费：0.33%

活期存款利率

投资范围包括现金、

历，曾就职于海通证券、国泰基

托管费：0.1%

（税后）

通知存款、短期融资

金。2008 年 6 月加入上投摩根基

销售服务费：0.01%

券、一年以内(含一

金，现任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

年)的银行定期存款

金、上投摩根纯债债券、上投摩

和大额存单、期限在

根优信增利债券基金经理。

一年以内（含一年）

孟晨波，经济学学士。18 年从业

的中央银行票据、期

经历，曾就职于多家银行。2009

限在一年以内（含一

年 5 月加入上投摩根基金，担任

年）的债券回购等

固定收益部总监，现任上投摩根
货币基金经理。
北信瑞丰稳定收益债券

普通债券

王靖，硕士,CFA｡曾任职于毕马威

管理费：0.7%

中债信用债总指数

基金投资于债券资

华振会计事务所､华夏基金､华

托管费：0.2%

产比例不低于基金

融证券和国盛证券｡历任华融稳

申购费：50 万以下 0.8%

资产的 80%。不直接

健成长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

赎回费：1~2 年 0.05%

从二级市场买入股

国盛金麒麟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2 年以上免

票、权证等，不参与

划投资主办人｡

一级市场的新股申
购或增发新股。

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

保本型

宫雪，博士，曾就职于博时基金，

管理费：1.5%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

股票、股指期货、权

2012 年 2 月加盟国金通用基金，

托管费：0.2%

款税后收益率

证等风险资产占基

现任公司产品与金融工程部副

销售服务费：0.6%

金资产的比例不高

总经理，国金通用沪深 300 指数

于 60%；债券、银行

分级基金经理，并兼任国金通用

存款等安全资产占

基金指数投资部副总经理。

基金资产的比例不
低于 40%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晨星（中国）
附表 1：最近 3 年主要类别基金的风险收益情况
类别名称

标准差

最近 3 年平均年化回报

激进配置型基金

16.21%

-1.50%

激进债券型基金

4.52%

3.90%

保守混合型基金

8.85%

1.78%

股票型基金

17.92%

-2.81%

保本基金

2.50%

3.81%

标准混合型基金

14.55%

1.36%

货币市场基金

0.18%

4.06%

普通债券型基金

2.93%

3.70%

纯债基金

2.24%

4.69%

沪深 300 指数

21.26%

-10.74%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晨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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