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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此次诊断的组合：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仓位

590008.OF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20.38%

000780.OF 鹏华医疗保健 28.07%

000609.OF 华商新量化 9.05%

000800.OF 华商未来主题 15.24%

630016.OF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 20.22%

233009.OF 大摩多因子策略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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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综合得分

根据展恒基金研究中心筛选体系，综合考虑不同时期的收益和风险的多项定量分

析指标，全市场所有类型基金中，该基金组合：

58.66 41.72

75

风险得分盈利得分

适当性匹配得分

注：打分体系中包含全市场所有类型的基金，分数区间为0-100。盈利得分越高，盈利能力越强。

风险得分越高，控制风险能力越强，适合越低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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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操作建议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当前仓位 调仓建议 调整后仓位

590008.OF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20.38% 减仓 10.00%

000780.OF 鹏华医疗保健 28.07% 减仓 10.00%

000609.OF 华商新量化 9.05% 不变 9.05%

000800.OF 华商未来主题 15.24% 清仓 0.00%

630016.OF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 20.22% 清仓 0.00%

233009.OF 大摩多因子策略 7.04% 清仓 0.00%

110011.OF 易方达中小盘 0.00% 加仓 15.00%

040008.OF 华安策略优选 0.00% 加仓 20.00%

166002.OF 中欧新蓝筹A 0.00% 加仓 20.00%

485111.OF 工银瑞信双利A 0.00% 加仓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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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基本情况

数据截止日：2019年7月24日

数据来源：展恒基金研究中心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类型 成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000780.OF 鹏华医疗保健 普通股票型基金 2014-09-23 金笑非,郎超 鹏华基金

233009.OF 大摩多因子策略 偏股混合型基金 2011-05-17 夏青
摩根士丹利华

鑫基金

590008.OF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偏股混合型基金 2012-06-12 杨欢 中邮基金

000609.OF 华商新量化 灵活配置型基金 2014-06-05 邓默 华商基金

000800.OF 华商未来主题 偏股混合型基金 2014-10-14 翟金林 华商基金

630016.OF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 灵活配置型基金 2013-03-18 何奇峰 华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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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历史收益 单只基金收益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今年以来 近1月收益 近3月收益 近6月收益 近1年收益

590008.OF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21.38 -0.03 -4.54 18.07 3.19

同类排名 1056/2889 2529/3135 2478/3023 1167/2902 1348/2716

000780.OF 鹏华医疗保健 24.17 1.78 2.74 25.60 -5.06

同类排名 486/1085 263/1222 51/1170 191/1100 895/983

000609.OF 华商新量化 27.65 3.10 -2.75 24.01 2.45

同类排名 558/2889 581/3135 2142/3023 592/2902 1818/2716

000800.OF 华商未来主题 19.50 1.81 -1.90 16.35 -12.07

同类排名 1206/2889 1104/3135 2028/3023 1320/2902 2607/2716

数据截止日：2019年7月24日

数据来源：展恒基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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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历史收益 单只基金收益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今年以来 近1月收益 近3月收益 近6月收益 近1年收益

630016.OF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 34.33 4.34 -2.83 28.99 5.11

同类排名 240/2889 268/3135 1915/3023 282/2902 1466/2716

233009.OF 大摩多因子策略 16.63 -2.41 -9.78 12.51 -4.54

同类排名 1427/2889 3063/3135 2939/3023 1574/2902 2318/2716

数据截止日：2019年7月24日

数据来源：展恒基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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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历史收益 组合收益

注：基金投资要坚持长期投资的理念，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投资真理，寻求基金中的“长跑能手”

才是选择基金的关键。基金近三个月、近六个月以及近一年的回报率，可以很大程度地反映基金中

长期的获利能力。
数据截止日：2019年7月24日

数据来源：展恒基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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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风险分析
注：波动率是标的资产投资回报
率的变化程度的度量。从统计角
度看，它是以复利计的标的资产
投资回报率的标准差。从经济意
义上解释，产生波动率的主要原
因来自以下三个方面：a 宏观经
济因素对某个 产业部门的影响，
即所谓的系统风险；b特定的事
件对某个企业的冲击，即所谓的
非系统风险；c投资者心理状态
或预期的变化对标的价格所产生
的作用。
下行风险是指，由于市场环境变
化，未来价格走势有可能低于分
析师或投资者所预期的目标价位。
下行风险是我们投资可能出现的
最坏的情况，同时也是投资者可
能需要承担的损失。不同投资的
下行风险各异，有的很小，有的
则可能无限大。
贝塔系数是一种评估证券系统性
风险的工具，用以度量一种证券
或一个投资证券组合相对总体市
场的波动性。

基金简称 仓位 年化波动率 下行风险 贝塔系数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20.38% 22.69% 16.20 0.86 

鹏华医疗保健 28.07% 24.62% 24.16 0.86 

华商新量化 9.05% 24.80% 19.81 0.94 

华商未来主题 15.24% 21.50% 25.21 0.83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
配置

20.22% 23.02% 20.05 0.89 

大摩多因子策略 7.04% 22.67% 19.26 0.87 

该组合中有六只基金，年化波动率最高的为华商新量化（24.80%），

该基金的净值波动相对较大，其余五只基金的年化波动率低于该值，

年化波动率最低为华商未来主题（21.50%），总体来说该基金组合整

体波动率为中高；该基金组合的六只基金的下行风险为16.20至25.21

不等，组合整体下行风险适中。

数据截止日：2019年7月24日

数据来源：展恒基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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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风险调整后收益

注：夏普比率--基金绩效评价标准化指标。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就是一个可以同时对收益与风险加
以考虑的综合指标，以期能够排除风险因素对绩效评估的不利影响。理性的投资人选择投资标的与
投资组合的主要目的为:在固定所能承受的风险下，追求最大的报酬;或在固定的预期报酬下，追求
最低的风险。
特雷诺比率是测算投资回报的指标，用于在系统风险基础之上对投资的收益风险进行调整。该指标
反映基金承担单位系统风险所获得的超额收益。指数值越大，承担单位系统风险所获得的超额收益
越高。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夏普比率 特雷诺比率

590008.OF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0.2305 0.0074

000780.OF 鹏华医疗保健 0.3065 0.0114

000609.OF 华商新量化 0.2775 0.0093

000800.OF 华商未来主题 0.2655 0.0081

630016.OF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 0.3451 0.0115

233009.OF 大摩多因子策略 0.1990 0.0059

今年以来股票市场

实现大幅上涨后回

落，一方面，这和

贸易摩擦关系进展

密不可分，另一方

面，权益市场逐渐

回归基本面，结构

化行情凸出。今年

以来，消费、农林

牧渔基金的综合情

况更优。

数据截止日：2019年7月24日

数据来源：展恒基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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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适当性匹配

该基金组合投资种类适中，持有只数较多，为成长型投资组合，适合成长型投资者。

投资者自身为进取型投资者，适当性匹配得分为75分。

数据截止日：2019年7月24日

数据来源：展恒基金研究中心

42.67%

28.07%

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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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配置型基金

100.00%

中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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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十大重仓股

仓位

股票名称 仓位 市盈率 市净率 市值（亿） 主营产品类型

长春高新 3.11 46.8640 10.1014 544.2572
基因制品、神经系统用制剂、疫苗、原料药、植物类中药制剂、

住宅楼盘

恒瑞医药 2.57 67.7983 14.3055 2,921.2688
激素及调节内分泌功能类制剂、解热镇痛制剂、抗生素类抗感
染制剂、抗肿瘤制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调节制剂、血液

系统用制剂、循环系统用制剂

迈瑞医疗 2.39 48.1498 12.6295 1,886.3881 诊断治疗设备

通策医疗 2.37 74.1141 19.1964 270.6522 医院

爱尔眼科 2.21 85.2930 16.9173 930.4478 手术与注射器械、医用耗材、医院

贵州茅台 1.70 30.4233 10.4430 11,983.8758 白酒

锐科激光 1.69 39.1558 7.7083 164.5568 专用设备与零部件

片仔癀 1.56 48.6890 10.1695 618.4605 动物类中药制剂、解热镇痛制剂、糖类、植物类中药制剂

中国平安 1.39 12.5730 2.7627 9,478.5814
财产保险、存贷款业务、健康险、经纪业务、理财保险、旅游
保险、汽车保险、少儿保险、投资银行业务、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资产管理业务、资金信托

深信服 1.38 75.1241 11.6033 389.9008 互联网服务

20.38%

数据截止日：2019年7月24日

数据来源：展恒基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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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综合评价

您的组合在收益、风险、匹配性得分上中等偏下，其中，有三只基金的业绩表现较

差，另外三只基金业绩表现较好。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组合中有三只华商基金旗

下管理的基金，该基金公司受2018年诸多事件的影响，规模大幅缩水，明星基金经

理多位离职，近期该公司旗下的基金表现不佳，且预计未来一两年，公司还需进行

大变革。华商基金的多位高层来自华龙证券，华龙证券来自甘肃，主要营业部都位

于甘肃内，是家实力中等的券商，现在正处于上市辅导关键期。

组合中有3只偏股混合型基金，2只灵活配置型基金和1只普通股票型基金。其中，

偏股混合型基金仓位达42.67%，灵活配置型基金仓位达29.26%。

基金组合的前十大重仓股主要集中于医疗业和制造业，具有一定的上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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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综合评价

鹏华医疗保健（000780）当前仓位28.07%，建议减仓。

这只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均为医药生物行业，仓位达62.97%，是一只典型的重

仓医药行业的基金。医药行业是抗周期行业，在当前各个行业均处于历史低价

且震荡调整的大背景下，投资者可以适量的配置该行业的资产。

纵观这只基金的历史收益情况，无论是短期收益还是中长期收益，均低于沪深

300，且在同类基金排名处于靠后的位置。

不仅如此，基金经理金笑非投资年限为3.08年，郎超投资年限均1.28年，基金

管理经验不足，同时，该只基金持仓风格较不稳定，因此建议投资者减仓。

同类基金建议投资者关注“展恒优选50”中长期推荐的中海医疗保健（39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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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综合评价

华商价值共享（630016）当前仓位20.22%，建议清仓。

该只基金是华商基金旗下的一支灵活配置型基金，今年以来收益相对沪深300高

出8.45%，实现34.33%的收益；在行业配置方面，主要持仓食品饮料、家电、农

林牧渔、生物医药，但相比今年以来表现较为强势的食品饮料和农林牧渔行业，

该基金表现相对一般。今年以来，该只基金在同类排名中处于靠前位置，但是

中长期的表现较差。其次，受到近期年中报业绩出炉的影响，消费行业暂时回

调，该基金的收益将受影响。不仅如此，先前华商基金多位高管及基金经理的

变动导致华商基金旗下基金业绩受到严重影响，连债基也在牛市中逆势下跌，

公司管理总规模大幅缩水。目前华商基金公司在众多基金公司中排名相对靠后，

且正处于重要变革时期，不确定性较大。因此，近一年不建议持有较高仓位的

华商基金旗下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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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综合评价

大摩多因子策略（233009）当前仓位7.04%，建议清仓。

这只基金是一支采用多因子量化模型进行投资的基金，曾多次荣获基金行业金牛

奖。但是，该只基金的经理刘钊和杨雨龙分别于2015年8月和2017年6月离职，由

新人夏青于2017年6月任职管理该只基金，交接仓促，且投资缺乏经验，其所任

偏股型基金的年化回报较沪深300低出10.65%。自夏青任职后，该只基金的走势

“每况愈下”，近3年以来的中短期回报在同类排名中均处于后位，且目前基金

规模不及最高值时的三分之一，规模大幅缩水。建议投资者清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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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综合评价

华商未来主题（000800）当前仓位15.24%，建议清仓。

近3年，这只基金大跌51.68%，而同类基金的收益是正的6.40%。近2年，这

只基金下跌29.82%，而同类基金的收益是正的4.23%。目前基金规模8.7亿，

较其最高值缩水四分之三之多。

目前该只基金的基金经理翟金林的投资年限仅1.98年，这只基金共经历3位

基金经理，管理时间最长的是华商前总经理梁永强，2017年，梁皓和梁永强

共同管理，一年后双双离职。目前的基金经理为翟金林，管理不到一年，任

职年化回报为-8.30%，其管理的另外两只基金在同类基金中排名处于垫底位

置，可见其管理能力一般。鉴于该只基金的基金公司目前管理状况和基金经

理能力，建议清仓这只基金，避免未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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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综合评价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590008）当前仓位20.38%，陆续减仓至10%。

这只基金于2014年-2016年三年期间数次斩获基金行业金牛奖，但是，在近3

年以来该只基金不断下跌，表现较差，近三年收益在同类基金中排名垫底。

目前基金经理为杨欢，于2018年6月任职，该经理投资年限超4年，换帅以后

该只基金的下跌趋势有所缓解，但收益排名仍相对靠后。鉴于该基金目前持

仓行业为计算机、电子、军工等，同时行业布局较为分散，受到科创板的开

始该基金有望获益，但仍需关注基金经理的择时选股能力。

由于目前该基金仓位超20.00%，集中度略高，建议投资者逐步减仓，控制仓

位在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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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综合评价

华商新量化（000609）当前仓位9.05%，建议谨慎持有，保持关注。

这只基金是华商基金旗下的一支量化基金，该基金以数量化投资技术为基础，

利用模型算法判断市场，通过自下而上的投研路径，严格控制下行风险，力争

实现基金收益的持续稳健增长。

基金经理邓默，是华商基金量化投资部的总经理，数学博士，目前管理的三至

基金均为量化基金，具有丰富的量化投资管理经验。邓默自2015年9月任职该基

金，其于2011年加入华商基金，在公司内部人员“动荡”时期，其业绩表现还

算稳定，再加上该基金仓位目前不算太高。因此，该基金可继续谨慎持有，保

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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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操作建议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当前仓位 调仓建议 调整后仓位

590008.OF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20.38% 减仓 10.00%

000780.OF 鹏华医疗保健 28.07% 减仓 10.00%

000609.OF 华商新量化 9.05% 不变 9.05%

000800.OF 华商未来主题 15.24% 清仓 0.00%

630016.OF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 20.22% 清仓 0.00%

233009.OF 大摩多因子策略 7.04% 清仓 0.00%

110011.OF 易方达中小盘 0.00% 加仓 15.00%

040008.OF 华安策略优选 0.00% 加仓 20.00%

166002.OF 中欧新蓝筹A 0.00% 加仓 20.00%

485111.OF 工银瑞信双利A 0.00% 加仓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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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son研究证明，91.50%的投资组合收益可以归因为资产配置，其他因素

贡献占比不到10%。该组合重仓医疗行业和制造业，中长期还是有较大收

益空间的。盈利得分58.66，盈利能力稍弱；风险得分41.72，抵御风险能

力较差，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建议您尝试配置其他风格的基金，以提升组

合盈利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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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中当前六只基金，建议两只基金减仓，三只基金清仓，两只基金

持仓不变，并推荐四只优质基金。

两只建议减仓的基金，即鹏华医疗保健股票（000780），该基金重仓

医药生物行业，受到医药行业的抗周期属性、近期来医药行业的众多

政策措施以及科创板上市对生物医药行业的利好，生物医药中长期收

益可期。但是，这只基金的短期和中长期表现均低于平均水平，相比

展恒优选50中的中海医疗保健主题股票（399011）该基金近3年收益低

其53.40%，建议减仓。中邮战略新兴产业混合（590008），该只基金

自17年以来下降幅度较大，18年和今年以来经理换帅后有所改善，保

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可适当比例的减仓后观察其后续走势情况再做

进一步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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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建议清仓的基金，其中华商价值共享（630016）和华商未来主题

（000800）均属于华商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该公司受2018年诸多事件的

影响，规模大幅度缩水，旗下基金表现不佳，不建议投资者持有该公司较

大仓位的基金，在目前已经持有的三只华商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中，这两

只基金表现较差，建议清仓这两只基金。还有一支基金大摩多因子策略

（233009），自2017年更换基金经理后，业绩每况愈下，且基金规模也出

现大幅度缩水，因此建议投资者清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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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新量化（000609）为华商基金管理的一支基金，基金经理邓默是华商基

金量化投资部的总经理，数学博士，拥有丰富的量化投资管理经验，而且这

只基金目前的收益不错，目前仓位不到10%，建议继续持有，观察其后续走

势情况再做进一步的投资决策。



该捂还是抛，一诊就知道

09 操作建议

建议投资者配置：

1.易方达中小盘（110011），是展恒基金优选50推荐的一支偏股混合型基金。

首先，该只基金的长期业绩较好且较为稳定，长期保持较高的股票仓位（90%左右）

和持股集中度，但回撤控制较好，在2018年股市下跌时，回撤控制在14.30%，且

今年以来已实现48.38%的收益，连续3年获得多项大奖；其次，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风格与选股特征鲜明：在风格上呈现稳定的大盘、高盈利性、低杠杆率的特点；

第三，该基金是一只10年期资深的基金元老，择股能力突出，风险收益比突出，

业绩突出，同时，易方达也是一家老牌基金公司。另外，该基金的持股集中度较

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为投资者带来高回报，适合风险等级较高的投资者追求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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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安策略优选（040008），是展恒基金优选50推荐的一支偏股混合型基金。

这只基金在2018年荣获3年期基金金牛奖和5年期明星基金奖，而且该基金风险

控制能力佳，业绩和风控能力持续性较好。在2016年和2018年市场普跌的情况

下表现优异，较好的控制了亏损。基金经理杨明有着超过10年的基金管理经验，

其旗下偏股型基金年化收益达到14.29%，排名行业前列。他本人有着极强的风

险控制意识，回撤低于沪深300指数，业绩持续性强，高仓位运作，持股集中

度较高，行业轮动明显，有着较强的行业择时能力。今年以来该只基金取得了

32.11%的收益，重仓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技术、房地产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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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欧新蓝筹A（166022），是展恒基金优选50推荐的一支债券型基金。

这只基金是一只大盘平衡型风格、重仓制造业的基金，连续多年获奖，受业内

广泛认可。在行业配置上，该只基金把握结构化行情，致力于寻找结构性投资

机会，寻找未来行业好转的中长期机会，在合适的价格买入受益行业好转而业

绩高增长的股票。行业配置上具有生物医药、高新科技等方向，同时低配农林

牧渔和金融业。

该只基金的基金经理系名校硕士，经验较为丰富，目前是中欧基金研究部总监，

任职的基金年化回报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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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银瑞信双利A（485111），是展恒基金优选50推荐的一支债券型基金。

这只基金是一只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股票仓位为13.03%，成立以来年化

回报达到7.97%，并且无论是短期收益率还是中长期收益率，排名都位居前列。

目前该只基金配置了59.45%的企业债，39.09%的金融债和6.68%的可转债，重

仓高等级信用债。不仅如此，这只基金由三位经验丰富基金经理共同管理，其

中两位债基经理，一位股基经理，兼顾股债两市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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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恒基金网：www.myfund.com

您好，展恒基金最新上线“单只基金诊断”服务：
1. 十四年基金研究团队独家研发
2. 定量为主，定性为辅
3. 优选近50个指标+大数据分析
4. 综合处理所有指标后，进一步精选重要数据展示在报告中
5. 根据实际情况，每日更新

示例如下：

入口：
1.登陆“展恒基金网”，首页进入“基金诊断”，即
可在“单只基金诊断”区域输入基金代码，进行查看；
2.APP用户于首页进入“基金诊断”。

数据截止日：2019年7月24日

数据来源：展恒基金研究中心

http://www.myfund.com/










展恒基金网：www.myfund.com
客服电话：400-81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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