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金观察（20190125）权益类产品发行回温 市场信心尚待修复
Morningstar 晨星（中国）研究中心 屈辰晨
市场概述：
最近一周共有 14 只新基金发行，其中包括股票型基金 2 只、标准混合型基金 1 只、沪
港深混合型基金 1 只、纯债基金 5 只、短债基金 4 只和 QDII 大中华区股票型基金 1 只。
受近期股市回温的影响，投资者对股票型基金的认购略热情有回升。截至 1 月 25 日，
上证 50、沪深 300 以及中证 100 等大盘指数近一个月的涨幅分别为 5.73%、5.47%和 4.81%，
中小盘指数除创业板指也都出现小幅上涨。截至 1 月 25 日，1 月新成立的 10 只股票型基
金的平均募集规模为 5.32 亿，较去年 11 月和 12 月的 4.86 亿和 2.53 亿有所上升。
虽权益类产品在发行上有所回暖，但是整体来看，投资者在基金的选投方面还是偏好
风险较低的基金，风险较低且流动性好的短债基金在新发基金市场的一枝独秀。截至 1 月
25 日，1 月新成立的 10 只短债基金的平均募集规模达 22.54 亿。其中，规模在 15 亿以上的
有 4 只，交银施罗德中债 1-3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在 10 天的发行期内募资 102.05 亿，为截至
目前为止今年以来首募规模最大的基金。与此同时，受债市信用风险加剧的影响，以国家
信用为基础的政策性金融债在近期饱受关注。本周有永赢中债-1-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
平安 0-3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和平安 3-5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三只主要投资于政策性金
融债的基金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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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发行日期
（结束）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5 三年持有期
混合（FOF）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

2019-01-21

2019-03-08

博时富融纯债债券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

2019-01-21

2019-03-21

嘉实致享纯债债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2019-01-21

2019-01-24

广发恒生中国企业精明指数（QDII）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

2019-01-21

2019-03-01

广发稳健策略混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

2019-01-21

2019-03-01

永赢中债-1-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

2019-01-21

2019-04-19

红土创新中证 500 指数增强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2019-01-21

2019-02-21

红土创新沪深 300 指数增强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2019-01-21

2019-02-21

银华安鑫短债债券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2019-01-21

2019-01-25

长盛安鑫中短债债券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2019-01-21

2019-02-15

上银慧祥利债券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2019-01-22

2019-01-22

平安 0-3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2019-01-25

2019-02-22

平安 3-5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

2019-01-25

2019-02-22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晨星（中国）
产品分析：
股票型基金两只，分别为红土创新中证 500 指数增强和红土创新沪深 300 指数增强。
本周红土基金发行两只指数增强基金，分别跟踪中证 500 和沪深 300 指数。两只基金
除了跟踪标的指数外，还将通过成分股权重优化增强和非成份股优选等策略对组合进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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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两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均为储荞，这两只基金为她的开山之作。在此之前，她曾任鹏华
基金和创金合信基金的量化研究员、投资经理。
沪港深混合型基金一只，为广发稳健策略混合。
广发稳健策略混合的可投股票仓位为 60~95%。从招募说明书的投资策略来看，基金将
以追求稳健为策略导向，主要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选择经营稳健、估
值合理、行业景气度较高、具有一定安全边际的个股。基金经理李琛目前还管理广发旗下
4 只激进配置型基金和 1 只灵活配置型基金，基金投管经验约为 11 年。截至 1 月 25 日，她
管理了近 3 年的激进配置型基金广发消费品精选混合在她任期内的年化回报为 4.37%，远
高于同期同类平均的-5.35%，排名 9%。
标准混合型基金一只，为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5 三年持有期混合（FOF）
。
继去年 9 月发行了全国首只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后，华夏本周开始发行旗下第二只养老
目标基金——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5 三年持有期混合。与华夏发行的第一只养老目标基金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三年持有期混合相比，两只基金所设定的目标日期不同，所以在面
向的投资者群体上存在一些差异。新发行的华夏养老 2045 针对将于 2045 年退休的投资
者，目标投资群体更加年轻。除此之外，两只基金在持有期和下滑曲线上没有差异，都有
三年的持有期，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中枢值也为 26~50%。两只基金在费率方面也相当，均收
取 0.9%的管理费和 0.2%的托管费。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华夏养老 2040，华夏 2045 设有
A、C 两个份额，由于收费方式不同，可供有不同投资期限偏好的投资者进行选择。
管理方面，华夏养老 2045 的基金经理与华夏养老 2040 均采用双基金经理管理模式，
均由许利明和李铧汶共同管理。截至 1 月 25 日，华夏养老 2040 自成立以来的年化回报为
1.28%，基金规模也从 2018 年 9 月成立时的 2.1 亿增长至四季度末的 3.2 亿。从华夏养老
2040 的持仓来看，许利明和李铧汶在去年的下半年的股市熊市下重配债基，谨慎配置权益
类基金的思路明显。基金四季报显示，基金的前八大持基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的 50.52%，
其中有 6 只债券型基金和 1 只货币型基金，第一大重仓品种东方添益债券基金的持仓占基
金资产净值比例的 15.3%，而唯一的权益类资产华夏上证 50ETF 的基金资产净值占比仅为
0.56%。
图表 2：下滑曲线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中枢值以及权益资产投资比例上下限

数据来源：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三年持有期混合（FOF）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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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债基金五只，分别为博时富融纯债债券、嘉实致享纯债债券、上银慧祥利债券、平
安 3-5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和建信睿兴纯债债券。
从费率方面来看，五只基金之间无太大差异，管理费均处于同类平均水平，为 0.3%。
五只基金中，只有平安 3-5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对可投券种作出了明确界定，主要投资
于 3-5 年期的政策性金融债。
基金管理方面，建信睿兴纯债债券和上银慧祥利债券两只基金均采用双基金经理的管
理模式。建信睿兴纯债债券的两位基金经理刘思和黎颖芳都有较长的债券型基金投管经
验。黎颖芳的基金投管经验约为 8 年，目前还管理建信旗下 4 只普通债券型基金、2 只纯
债基金和 2 只激进债券型基金。截至 1 月 25 日，她管理的纯债基金建信纯债债券在她近 6
年的任期内年化回报为 4.8%，超出同期同类平均 17bps。刘思有 2 年半的基金投管经验，
目前还管理 3 只短债基金和 2 只纯债基金。截至 1 月 25 日，她管理时间最长的短债基金建
信月盈安心理财债券在她任期内的业绩表现一般，年化回报为 3.57%，低于同期同类平均
21bps。上银慧祥利债券的两位基金经理中，楼昕宇的基金投管经验较长，约为 3 年半，目
前主还管理上银旗下 4 只货币市场基金和 1 只纯债基金。截至 1 月 25 日，他管理的纯债基
金上银慧佳盈债券在其任期内业绩表现出色，年化回报为 4.61%，超越同期同类平均 2.1 个
百分点。另一位基金经理倪侃的投管经验尚未满一年，暂无长期业绩可供参考。
平安 3-5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的基金经理张文平虽加入平安基金的时间不足一年，
但有近 4 年的基金投管经验。他此前曾任职于大成基金，于 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
间管理的短债基金大成月月盈短期理财债券的年化回报为 3.72%，高于同期同类平均
20bps。嘉实致享纯债债券的基金经理王亚洲的基金投管经验约为 3 年半，目前还管理 6 只
纯债基金和 2 只激进债券型基金。截至 1 月 25 日，他管理的纯债基金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
指数 (LOF)在其任期内年化回报为 3.26%，不敌同期标的指数的 4.33%。相较之下，博时富
融纯债债券的基金经理陈黎的投管经验尚不足一年，暂无长期业绩可供参考。
短债基金四只，分别为永赢中债-1-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银华安鑫短债债券、长盛
安鑫中短债债券和平安 0-3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
永赢中债-1-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为一只指数债基，管理费虽较其余三只基金的 0.3%略
有优势，为 0.23%，但基金经理牟琼屿的投管经验较短，未满一年，暂无长期业绩可证明其
投管能力。
长盛安鑫中短债债券和平安 0-3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均为主要投资剩余期在 3 年之内
的债券的中短债基金。长盛安鑫中短债债券的基金经理葛鹤军在 2018 年加入长盛基金前，
曾在银华基金任基金经理，投管经验约为 4 年半。在银华基金期间，他管理期最长的为普通
债券型基金银华信用债券，该基金在其 2014 年 10 月至 2018 年 7 月的任期内年化回报为
5.46%，逊于同期同类平均 31bps。平安 0-3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在券种的选择上将主要配
置于政策性金融债。基金经理张恒的基金投管经验约为 1 年，目前还管理平安基金旗下 5 只
纯债基金、2 只保本基金和 1 只保守混合型基金。截至 1 月 25 日，他管理时间最长的纯债
基金平安惠融纯债债券在其任期内的年化回报为 6.13%，低于同期同类平均 87bps。
银华安鑫短债债券的基金经理王树丽有约 2 年的基金投管经验，目前还管理银华旗下 2
只货币市场基金和 1 只短债基金。截至 1 月 25 日，她管理的短债基金银华双月定期理财债
券在其任期内业绩水平一般，年化回报为 4.11%，略高出同期同类平均 2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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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II 大中华区股票型基金一只，为广发恒生中国企业精明指数（QDII）
。
广发恒生中国企业精明指数是一只指数基金，跟踪标的恒生中国企业精明指数是恒生
指数公司推出的 smart beta 指数，以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为编制基础，叠加 AH 股价差策略来
获得额外回报。截至 1 月 25 日，恒生中国企业精明指数的近三年年化回报为 34.12%，略高
于同期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1.08 个百分点。基金经理李耀柱的投管经验约为 3 年，目前还管
理广发基金旗下 1 只沪港深股票型基金、1 只香港股票基金、1 只科技、传媒及通讯行业股
票基金和 3 只 QDII 基金。截至 1 月 25 日，他管理时间最长的 QDII 美国股票型基金广发纳斯
达克 100ETFQDII 在其任期内年化回报为 18.78%，不敌同期标的指数的 21.22%。

图表 3：最近新发基金具体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类别

基金经理信息

基金费率

业绩比较基准

投资组合

华夏养老目

标准混合

李铧汶，硕士。曾任易方

管理费：0.9%

沪深 300 指数

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依法

标日期 2045

型基金

达基金研究员等。2010 年

托管费：0.2%

收益率*50%+上

核准或注册的公开募集的

三年持有期

3 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50 万

证国债指数收

基金不低于本基金资产的

混合

限公司，曾任投资研究部

1.5%，50-200 万 1.2%，200-500

益率*50%

80%，持有单只基金的市

（FOF）

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和

万 0.8%，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值，不得高于本基金资产

基金经理。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30 日

净值的 20%。

许利明，硕士。曾任职于

0.75%，30 日-1 年 0.5%，大于 1

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年免费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4%

北京鹿苑天闻投顾和天弘
基金。2011 年 6 月加入华
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
任机构投资部投资经理，
现任基金经理。
博时富融纯

纯债基金

债债券

嘉实致享纯
债债券

纯债基金

陈黎女士，硕士。2014 年

管理费：0.3%

中债综合财富

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

从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

托管费：0.1%

（总值）指数

基金资产的 80%。

生毕业后加入博时基金管

申购费：小于 100 万 0.8%，100-

收益率*90%+1

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

300 万 0.5%，300-500 万 0.3%，

年期定期存款

员、高级研究员兼基金经

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利率（税后）

理助理。2018 年起任基金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30 日

*10%

经理。

0.1%，大于 30 日免费

王亚洲，硕士，6 年证券

管理费：0.3%

中债总全价指

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

从业经历，具有基金从业

托管费：0.1%

数收益率

基金资产的 80%。

资格。曾任国泰基金管理

申购费：小于 100 万 0.8%，100-

有限公司债券研究员，

300 万 0.5%，300-500 万 0.3%，

2014 年 6 月加入嘉实基金

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业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30 日

务体系任研究员。2017 年

0.1%，大于 30 日免费

起开始任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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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恒生中

QDII 大中

李耀柱，硕士，持有中国

管理费：0.5%

人民币计价的

投资于标的指数的成份

国企业精明

华区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业从业证

托管费：0.1%

恒生中国企业

股、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

指数

书。曾任广发基金管理有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100 万

精明指数收益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QDII）

限公司中央交易部股票交

1.2%，100-300 万 0.8%，300-500

率*95%+活期存

90%。

易员、国际业务部研究

万 0.4%，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款利率（税

员、基金经理助理。自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 日-1

后）*5%

2016 年起开始任基金经

年 0.5%，1-2 年 0.25%，大于 2

理。

年免费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4%

广发稳健策

沪港深混

李琛女士，学士，持有中

管理费：1.5%

沪深 300 指数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

略混合

合型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从业证

托管费：0.25%

收益率*60%＋

例为 60%-95%（其中投资于

书。曾任广发证券股份有

申购费：小于 100 万 1.5%，100-

人民币计价的

港股通标的股票资产的比

限公司交易部交易员，广

300 万 0.9%，300-500 万 0.3%，

恒生综合指数

例不得超过股票资产的

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建

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收益率*15%+中

50%）
。

人员、投资管理部中央交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30 日

证全债指数收

易室主管。自 2007 年起开

0.75%，30 日-1 年 0.5%，1-2 年

益率*25%

始任基金经理。

0.3%，大于 2 年免费

牟琼屿，硕士，9 年证券

管理费：0.23%

中债-1-3 年政

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

3 年政策性

相关从业年限。曾担任中

托管费：0.07%

策性金融债指

低于基金资产的 80%，其

金融债指数

融国际信托固定收益部交

申购费：小于 100 万 0.5%，100-

数收益率*95%

中标的指数成份券和备选

易员，国开证券固定收益

200 万 0.3%，200-500 万 0.15%，

＋银行人民币

成份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

部投资经理，现任职于永

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活期存款利率

金非现金资产的 80%。

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

赎回费：小于 7 日 1.5%，7-30 日

（税后）*5%

收益投资部。

0.1%，大于 30 日免费

永赢中债-1-

短债基金

红土创新中

股票型基

储荞，硕士。历任鹏华基

管理费：0.8%

中证 500 指数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

证 500 指数

金

金量化研究员, 创金合信

托管费：0.15%

收益率*95%＋

例为 90%～95%。其中，本

基金量化研究员、投资经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50 万

一年期人民币

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

理。

1.2%，50-100 万 0.8%，100-500

定期存款利率

股及其备选成份股的比例

万 0.5%，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税后）*5%

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增强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30 日

80%。

0.75%，30-180 日 0.5%，大于 180
日免费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3%
红土创新沪

股票型基

储荞，硕士。历任鹏华基

管理费：0.8%

沪深 300 指数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

深 300 指数

金

金量化研究员, 创金合信

托管费：0.15%

收益率*95%＋

为 90%～95%。其中，本基

基金量化研究员、投资经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50 万

一年期人民币

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

理。

1.2%，50-100 万 0.8%，100-500

定期存款利率

及其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

万 0.5%，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税后）*5%

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增强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30 日

80%。

0.75%，30-180 日 0.5%，大于 180
日免费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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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安鑫短

短债基金

债债券

长盛安鑫中

短债基金

短债债券

王树丽，硕士。2013 年 7

管理费：0.3%

中债新综合全

债券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

月加入银华基金，历任交

托管费：0.1%

价（1 年以下）

例不低于 80%，其中投资

易管理部助理交易员、中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100 万

指数收益率

于短期债券的比例不低于

级交易员、投资管理三部

0.3%，100-200 万 0.2%，200-500

询价研究员、投资管理三

万 0.1%，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部基金经理助理。自 2017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30 日

年 5 月起开始担任基金经

0.1%，大于 30 日免费

理。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25%

葛鹤军，博士。曾任职于

管理费：0.3%

中债综合财富

债券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

托管费：0.08%

（1-3 年）指数

于基金资产的 80％，其中

司，2011 年 11 月加盟银华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100 万

收益率*80%+一

投资于中短债的比例不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主要

0.5%，100-500 万 0.25%，大于

年期定期存款

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从事债券研究工作，曾任

500 万 1000 元/笔

利率(税后)*20%

80%。

基金经理助理。自 2014 年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30 日

10 月起任基金经理。2018

0.5%，大于 30 日免费

年 7 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4%

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有限公司，现任固定收益
部执行总监。
上银慧祥利

纯债基金

债券

楼昕宇，硕士，7 年专业

管理费：0.3%

中国债券综合

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

从业经验，5 年债券投资

托管费：0.1%

指数收益率

基金资产的 80%。

交易经验。曾在中国银河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100 万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

0.8%，100-300 万 0.5%，300-500

行总部负责 IPO 项目承

万 0.3%，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做，2013 年 8 月加入上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30 日

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

0.1%，大于 30 日免费

任交易员职务，现任基金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3%

经理。
倪侃，硕士。历任银河创
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风控
专员，上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固收交易员、研究
员，九州证券金融市场部
任投资经理，上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交易主管。
平安 0-3 年

短债基金

张恒，硕士。曾先后任职

管理费：0.3%

中证政策性金

投资于债券的比例不低于

期政策性金

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托管费：0.1%

融债 1-3 年指数

基金资产的 80%，投资于

融债债券

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基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100 万

收益率*90%+1

剩余期限不超过 3 年的政

金、景顺长城基金，2015

0.3%，100-200 万 0.2%，200-500

年期定期存款

策性金融债的比例不低于

年起在第一创业证券历任

万 0.1%，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利率（税后）

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投资经理、高级投资经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30 日

*10%

理、投资主办人。 2017 年

0.1%，大于 30 日免费

11 月加入平安大华基金管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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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任固定收益
投资部投资经理。
平安 3-5 年

纯债基金

张文平，硕士。先后担任

管理费：0.3%

中证政策性金

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

期政策性金

毕马威(中国)企业咨询有限

托管费：0.1%

融债 3-5 年指

基金资产的 80%。

融债债券

公司南京分公司审计一部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100 万

数收益率

审计师、大成基金管理有

0.3%，100-200 万 0.2%，200-500

*90%+1 年期定

限公司固定收益部基金经

万 0.1%，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期存款利率

理。2018 年 3 月加入平安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30 日

（税后）*10%

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1%，大于 30 日免费

现任固定收益投资中心投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1%

资执行总经理。
建信睿兴纯
债债券

纯债基金

黎颖芳，硕士。 曾任职于

管理费：0.3%

中债综合全价

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

打成基金管理公司，于

托管费：0.1%

（总值）指数

基金资产的 80%。

2005 年 11 月加入建信基

申购费：小于 100 万 0.8%，100-

收益率

金，历任研究员、高级研

200 万 0.5%，200-500 万 0.3%，

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

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金经理、资深基金经理。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7-30 日

刘思，硕士。2009 年 5 月

0.1%，30-90 日 0.05%，大于 90

加入建信基金管理公司，

日免费

历任助理交易员、初级交
易员、交易员、交易主
管、基金经理助理，2016
年 7 月起开始担任基金经
理。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晨星（中国）

类别名称

附表 1：最近 3 年主要类型基金的风险收益情况
最近 3 年标准差
最近 3 年平均年化回报

激进配置型基金

24.87%

-9.60%

激进债券型基金
保守混合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

4.77%
5.71%
24.69%

0.54%
2.45%
-8.76%

标准混合型基金
21.38%
-7.02%
货币市场基金
0.30%
3.26%
普通债券型基金
5.60%
2.55%
纯债基金
2.96%
2.93%
沪深 300 指数
22.60%
-6.87%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晨星（中国） 数据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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