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金观察（20190315）明星基金经理助力新基金发行
Morningstar 晨星（中国）研究中心 屈辰晨
市场概述：
最近一周共有 9 只新基金发行，其中包括沪港深混合型基金 2 只、激进债券型基金 1
只、纯债基金 4 只和短债基金 2 只。
虽然上周 A 股出现大幅震荡，但由于年初以来权益类市场行情整体上扬以及近期科创
板的落地，投资者对权益类资产的偏好明显提升。截止 3 月 15 日，3 月已结束募集的 10
只偏股型基金的平均首募规模达 8.3 亿，较 2 月的 2.5 亿出现明显回升，也高于 1 月 4.2
亿的平均水平。
在权益类基金募集回暖之际，多家基金公司在发行新基金时派出明星基金经理或投资
骨干来担任基金经理。于 2 月中旬开始发行的南方智诚的基金经理为南方基金首席投资官
史博。史博为南方基金副总裁兼权益类基金首席投资官，基金投管经验超过十年，属于公
司权益类投资的明星基金经理。易方达在 2 月底新发行的易方达科融混合启用了投资一部
总经理陈皓，他管理的激进配置型基金易方达科翔在其任期内表现突出，取得了超越同类
平均和沪深 300 指数十个百分点的业绩表现，一度是公司的投资名片之一。于本周发行的
中欧匠心两年持有期混合的基金经理周蔚文为中欧基金的投资总监，基金投管经验丰富，
他目前管理了 7 年的两只激进配置型基金都取得了超越基准和同类平均的优异业绩表现。
截止 3 月 15 日，上述的三只新基金中已有南方智诚这一只结束募集正式成立。该基金于 3
月 13 日正式成立，在募集期内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首募规模达 37.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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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匠心两年持有期混合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2019-03-15

2019-06-14

凯石湛混合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

2019-03-11

2019-03-20

国泰惠富纯债债券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

2019-03-12

2019-03-13

工银瑞信中债 3-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2019-03-12

2019-04-12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2019-03-11

2019-03-29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2019-03-14

2019-05-15

建信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

2019-03-11

2019-03-20

新华聚利债券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邮储银行

2019-03-11

2019-04-05

民生加银恒裕债券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

2019-03-11

2019-05-10

中欧匠心两年持有期混合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2019-03-15

2019-06-14

凯石湛混合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

2019-03-11

2019-03-20

国泰惠富纯债债券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

2019-03-12

2019-03-13

工银瑞信中债 3-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2019-03-12

2019-04-12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2019-03-11

2019-03-29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2019-03-14

2019-05-15

建信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

2019-03-11

2019-03-20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晨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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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析：
沪港深混合型基金两只，分别为中欧匠心两年持有期混合和凯石湛混合。
从招募说明书来看，中欧匠心两年持有期混合将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投资策略，投资
价值被低估的个股。此外，基金还将通过判断公司所在行业在长周期中所处的位置来配合
对公司合理价值的评估，选择能为投资者持续创造价值的股票。基金的股票仓位较高，为
60-95%。基金经理周蔚文为中欧基金的投资总监，基金管理经验约为 8 年，目前还管理 2
只封闭式灵活配置型基金和 2 只开放式激进配置型基金。截止 3 月 15 日，他管理时间最长
的中欧新蓝筹混合在他管理期内业绩表现出色，年化回报为 13.3%，远远超出沪深 300 同
期的 2.36%和同期同类平均的 5.55%，在激进配置型基金同类中排名 3%。但是投资者需注
意的是，该中欧匠心两年持有期混合对于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了 2 年的锁定期限，基金份额
在锁定持有期内不能办理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
凯石湛混合的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50%-95%。基金将对产业链进行研究，通
过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挖掘行业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选出其中安全
边际较高的个股构建组合。基金经理高海宁有约 17 年的金融行业从业经验，曾经任职于中
国人寿资管、国开证券和国开泰富基金，但是在此之前没有基金管理经验。值得一提的
是，该基金已发布提前结束募集公告，自 3 月 16 日起将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激进债券型基金一只，为新华聚利债券。
根据招募说明书的契约规定，新华聚利债券 80%的资产将配置于债券，剩余 20%的资
产可以适当参与股票投资机会。基金经理姚秋有约 4 年的基金投管经验，目前还管理 2 只
激进债券型基金、2 只灵活配置型基金和 1 只短债基金。截止 3 月 15 日，他管理的激进债
券型基金新华增盈回报债券在其任期内业绩表现优异，年化回报为 6.17%，超出同期同类
平均 5.06 个百分点，排名 2%。
纯债基金四只，分别为国泰惠富纯债债券、工银瑞信中债 3-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广
发景秀纯债债券和民生加银恒裕债券。
四只基金中，工银瑞信中债 3-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的管理费率最低，为 0.15%。该基金
为被动管理型的指数债基，跟踪中债 3-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经理魏欣于 2005 年加入
工银瑞信，现任固定收益部副总监。她有 14 年证券从业经验，基金投管经验约为 7 年
半，目前还管理 2 只货币市场基金、1 只灵活配置型基金、1 只保守混合型基金、1 只激进
债券型基金和 1 只短债基金。截止 3 月 15 日，她与宋炳珅和欧阳凯共同管理的激进债券型
基金工银瑞信双利债基金在他们近 4 年的共同管理期内业绩表现优异，年化回报为
4.92%，超出同期同类平均 3.49 个百分点。该基金为 2019 年晨星基金奖最佳激进债券型基
金奖的得主。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和民生加银恒裕债券的基金经理的基金管理经验都较为资深。广发
景秀纯债债券的基金经理代宇有约 7 年的基金管理经验，目前还管理 12 只债券型基金和 1
只灵活配置型基金。截止 3 月 15 日，他管理时间最长的为普通债券型基金广发聚财信用债
券，该基金在其任期内的年化回报为 7.15%，超出同期同类平均 1.7 个百分点，排名 8%。
民生加银恒裕债券的基金经理胡振仓有近 10 年半的基金投管经验。在 2017 年加入民生加
银基金前，他曾在益民基金和泰达宏利基金担任过基金经理。他目前还管理民生加银旗下
3 只开放式纯债基金和 1 只封闭式纯债基金，最长管理期约为 1 年半。截止 3 月 15 日，他
管理时间最长的开放式纯债基金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债券的近一年回报为 6.67%，高出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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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平均 0.07 个百分点。
国泰惠富纯债债券的基金经理黄志翔有 2 年的基金投管经验，目前还管理 10 只纯债基
金、1 只货币市场基金和 1 只封闭式灵活配置型基金。截止 3 月 15 日，他管理时间最长的
纯债基金国泰润利纯债债券在其任期内得到年化回报为 5.05%，高出同期同类平均 0.44 个
百分点。
短债基金两只，分别为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和建信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两只短债基金都只投资于剩余期在 3 年以内的债券，但因为建信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
券指数是一只指数型债基，所以在管理费率方面较有优势，为 0.15%。建信中债 1-3 年国开
行债券指数的基金经理刘思有约 2 年半的基金投管经验，目前还管理公司旗下 2 只纯债基
金和 3 只短债基金。截止 3 月 15 日，她管理时间最长的短债基金建信月盈安心理财债券在
她任期内业绩表现不敌同类平均，年化回报为 3.54%，逊于同期同类平均 0.2 个百分点。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的基金经理张文平于 2018 年 3 月加入平安基金，目前还管理平安
基金旗下 11 只基金，其中包括纯债型基金 6 只、短债基金 1 只、灵活配置型基金 2 只、普
通债券型基金 1 只以及货币市场基金 1 只。他虽在平安基金的任职期限相对较短，但此前
曾在大成基金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累计基金投管经验约为 3 年。他于 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3 月管理过一只短债基金大成月月盈短期理财债券，该基金在其任期内业绩表现好
于同类平均，年化回报为 3.72%，超出同类平均 0.27 个百分点，排名 25%。

图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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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匠心两

沪港深混合

周蔚文，现任投资总监、

管理费：1.5%

沪深 300 指数收

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

年持有期混

型

策略组负责人。曾任职于

托管费：0.25%

益率*60% +中债综

资产的 60%-95%，其中

光大证券研究所、国富基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100 万

合指数收益率

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

金研究员，于 2011 年加入

1.5%，100-200 万 1%，大于 200

*40%

票不超过股票资产的

中欧基金。

万 100 元/笔

合

50%。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4%
凯石湛混合

沪港深混合

高海宁，学士，17 年金融

管理费：1.5%

沪深 300 指数收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

型

行业从业经验。曾任职于

托管费：0.25%

益率*70% +中债总

的比例为 50%-95%（投

中国人寿资管，国开证券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100 万

全价指数收益率

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

和国开泰富基金。

1.5%，100-200 万 1.2%，200-500

*30%

比例占股票资产的 0-

万 0.6%，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50%）。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 ，7-30 日
0.75% ，30 日-1 年 0.5%，1-2 年
0.25% ，大于 180 日年免费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6%
国泰惠富纯
债债券

纯债基金

黄志翔，学士，9 年证券

管理费：0.3%

中证综合债指数

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

基金从业经历。2010 年 7

托管费：0.1%

收益率

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华泰柏

申购费：小于 500 万 0.6% ，大于

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交

500 万 1000 元/笔

80%。

易员。2013 年 6 月加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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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

赎回费：小于 7 日 1.5% ，7-30 日

任交易员和基金经理助

0.1%，大于 30 日免费

理。2016 年 11 月起任基
金经理。
工银瑞信中

纯债基金

魏欣，14 年证券从业经

管理费：0.15%

中债-3-5 年国开

投资于债券（国家开

债 3-5 年国

验。2005 年加入工银瑞

托管费：0.05%

行债券指数收益

发银行发行的政策性

开行债券指

信，现任固定收益部副总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100 万

率*95% +同期银行

金融债）资产的比例

数

监。

0.4%，100-300 万 0.3%，300-500

活期存款利率

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万 0.2%，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税后）*5%。

80%；其中投资于中债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 ，7-30 日

-3-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0.1%，大于 30 日免费

成份券、备选成份券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1%

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
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平安如意中

短债基金

短债债券

张文平，硕士。曾任毕马

管理费：0.3%

中债新综合财富

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

威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审计

托管费：0.1%

（1-3 年）指数收

低于基金资产的 80%。

师、大成基金固定收益部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50 万

益率*80% +一年期

基金经理。2018 年 3 月加

0.3%，50-100 万 0.2%，大于 100

定期存款利率(税

入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万 1000 元/笔

后)*20%

司，现任固定收益投资中

赎回费：小于 7 日 1.5% ，7-30 日

心投资执行总经理。

0.1%，大于 30 日免费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1%
E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35%

广发景秀纯

纯债基金

债债券

代宇，硕士，持有中国证

管理费：0.3%

中债综合财富(总

对债券资产的投资比

券投资基金业从业证书。

托管费：0.1%

值)指数收益率

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曾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

申购费：小于 100 万 0.8% ，100-

*90% +银行一年期

80%。

司固定收益部研究员、投

300 万 0.6% ，300-500 万 0.3%，大

定期存款利率

资经理、固定收益部副总

于 500 万 1000 元/笔

（税后）*10%

经理。现任基金经理。

赎回费：小于 7 日 1.5% ，7-180
日 0.1%，大于 180 日免费

建信中债 1-

刘思，硕士。2009 年 5 月

管理费：0.15%

中债 1-3 年国开行

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

3 年国开行

加入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

托管费：0.05%

债券指数收益率

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债券指数

任公司，历任助理交易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100 万

*95% +银行活期存

80%。

员、初级交易员、交易

0.5%，100-200 万 0.3%，200-500

款利率(税后)*5%

员、交易主管、基金经理

万 0.15% ，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助理。2016 年 7 月起任基

赎回费：小于 7 天 1.5% ，7-30 日

金经理。

0.1%，大于 30 日免费

短债基金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1%
新华聚利债

激进债券型

姚秋，博士、注册金融分

管理费：0.7%

中债综合全价指

对债券资产的投资比

券

基金

析师，历任中国建设银行

托管费：0.2%

数收益率*90% +沪

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北京分行投资银行部投资

深 300 指数收益

80%。

研究工作、中国工商银行

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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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部固定收益投资

A 类份额申购费：小于 100 万

经理。2014 年 4 月加入新

0.8%，100-200 万 0.5%，200-500

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万 0.3%，大于 500 万 1000 元/笔

司。

赎回费：小于 7 日 1.5% ，7-30 日
0.75% ，30 日-1 年 0.1%，1-2 年
0.05% ，大于 2 年免费
C 类份额销售服务费：0.4%

民生加银恒
裕债券

纯债基金

胡振仓，硕士，15 年证券

管理费：0.3%

中国债券综合指

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

从业经历。曾任职于乌鲁

托管费：0.1%

数收益率

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木齐商业银行、国联证券

申购费：小于 100 万 0.8% ，100-

公司投资银行部、益民基

200 万 0.5% ，200-500 万 0.3%，大

金和泰达宏利基金。2017

于 500 万 500 元/笔

年 6 月加入民生加银基金

赎回费：小于 7 日 1.5% ，7-30 日

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

0.3%，大于 30 日免费

80%。

经理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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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0%

5.39%

激进债券型基金

4.04%

2.81%

保守混合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

6.06%
18.79%

4.80%
6.49%

标准混合型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普通债券型基金

14.64%
0.20%
2.60%

5.38%
3.26%
3.15%

纯债基金
沪深 300 指数

2.28%
16.92%

3.02%
8.44%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晨星（中国）

数据截止至 2019 年 0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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