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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益类产品 

 市场回顾： 

2017 年，上证综指累计涨幅 6.56%，深证成指累计涨幅 8.48%，全年来看，伴随经济保持韧性，

企业盈利持续改善，各行业龙头公司得益于资本、管理、渠道、成本等各方面的优势，呈现强者

恒强的格局。同时叠加市场投资者结构演变、绝对收益资金话语权提升、海外资金持续北上等因

素影响，市场呈现明显的白马龙头行情，价值投资成为市场主流趋势。 

 

从行业来看，受益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中产阶级崛起、以及制造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全年

消费升级和制造升级两大主线突出，消费行业全年领涨。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中上

游供求关系明显改善，周期类企业盈利提升，带动相应板块走强。伴随企业盈利改善、国企改革

不断深化、以及金融监管持续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盈利也得以改

善，推动了金融行业的表现。 

 市场展望： 

展望 2018 年，传统意义上的需求将边际走弱，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预计都将小幅回落，但消

费和制造业投资仍有向上的动力，且存在巨大的结构升级空间。温和的 PPI 与 CPI 将使得企业盈

利保持相对良性状态，并从上游逐步过渡至中下游。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工作逐步收尾，供给侧改

革逐步进入 2.0 时代，政策会更强调提质增效。 

 

当前我国利率水平呈现高位震荡的态势，预计 2018 年宏观去杠杆基调不变，政策上大概率依然

会控制好货币供给闸门、管住影子银行扩张脚步，金融监管对货币增速冲击在消退，但货币供给

的趋势上行难以见到，货币供给低位趋稳，2018 年利率大概率继续高位震荡，货币政策稳健中

性的前提下，流动性维持不松不紧。 

 

2018 年市场的核心驱动因素仍是盈利提升，继续看好消费升级和制造业升级两条核心主线。消

费升级方面，受益于居民收入的提升，以及农村消费潜力的挖掘，消费升级将成为未来消费增长

的核心驱动因素。国内制造业升级趋势明确，空间巨大，长期看好围绕产品升级、技术研发升级、

行业升级、市场升级、效率升级所带来的市场投资机会，包括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材料、先进轨交装备、电力装备、半导体等代表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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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益重点产品 

产品名称及

代码 

基金 

经理 
推荐理由 

华夏回报 

混合 A

（002001） 

蔡向阳 

 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坚持基本面选股，精选各行业长期发展趋势

向好有确定性成长的龙头企业，选股能力强，换手率低。 

 严控回撤风险：以追求绝对回报为目标，重视对波动和回撤的控制，风险收

益比突出，夏普比率高达 3.03，大幅高于同类基金的 1.89。  

 金牛基金 业绩优异：多次获评金牛基金、金基金、银河五星评级，目前累

计收益 1119.13%，年化回报率 19.02%，同类排名第一(1/8)，2017 年收

益 34.83%，同类排名 3/23，2018 年已取得收益 3.66%，同类排名

5/28。（Wind，2018-1-10） 

 重视分红：成立以来分红 80 次，累计分红 118.38 亿，是业内分红次数最

多的公募基金之一。 

 明星基金经理管理：明星基金经理蔡向阳先生，证券从业 11 年，投资经验

7 年，绝对收益领域的投资专家，每年组合均实现正收益，善于挖掘长期牛

股，市场择时能力卓越。 

华夏消费 

升级（A

类：001927 

C 类：

001928） 

黄文倩 

 专注消费升级领域：重点投资消费升级领域景气向上的子行业，精选消费行

业龙头企业，挖掘部分细分行业估值合理的中小市值绩优成长股，分享消费

升级投资机遇。 

 自下而上精选个股：自下而上精选优质个股，在个股的研究和选择上保持积

极进取的态度，紧紧把握景气子行业。 

 业绩突出：2017 年取得 37.64%的收益，同类业绩排名 32/1368，C 类今

年以来收益 4.51%，同类业绩排名 128/1791（数据来源：wind，2018-1-

10）。 

 资深基金经理管理：黄文倩女士 2008 年起从事消费行业研究，曾获家电行

业新财富分析师第三名，为业内消费行业的资深专家。 

华夏大盘精

选

（000011） 

陈伟彦 

 专注优质大盘股：专注投资优质大盘股，优选大市值公司，尤其是各行业龙

头，赚股价偏离长期价值中枢的钱。 

 深度研究 防御能力强：深入研究公司长期成长和估值，精选个股，在震荡

市场中，防御能力较强，适合追求稳健当期收益和长期稳健增值的投资者。 

 业绩优异： 成立以来累计回报 2417.66%，年化回报 27.13%，同类排名第

一（1/39），2017 年收益 34.96%，同类排名前 10%（42/502），远超

沪深 300 同期收益（21.78%）。 

 资深基金经理管理： 陈伟彦先生证券从业经历 11 年，投资经历 3 年，历任

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其任职以来产品年化回报 48.14%，同

类排名 3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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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收类产品 

 市场观点：  

2017 年债券市场在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双重收紧下延续大幅下跌的熊市走势，股债结合品

种——可转债市场一方面受益于正股上涨利好推动、一方面受制于流动性偏紧和供给预期高企带

来的溢价压缩，整体上涨空间较小，行情在时间和品种上表现出了较强的结构性。而权益市场受

益于经济增长整体平稳、企业盈利显著改善保持了低波动下小幅上涨、结构性行情明显。 

 

展望 2018 年，债券市场中短期在经济基本面难现大幅利好背景下，金融监管强压、货币政策中

性偏紧依然制约行情的表现，收益率曲线平坦，维持偏短久期的稳健操作，一方面有效规避熊市

延续的组合下跌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取不菲的短端品种持有期收益，纯债类基金 2018 年的

表现较 2017 年出现明显改善的可能性较大，但系统性的走牛行情仍需进一步的观察等待。 

 

2018 年不容忽视的品种——可转债将进一步成为市场高度关注的主流品种，2017 年受制于流

动性偏紧和供给放量预期的压制，可转债品种整体表现差强人意，市场上的可转债基金整体业绩

不佳。转债的平均价位下跌至接近 2004 年以来的历史低位，偏股型转债的溢价率全年整体保持

压缩态势，到了历史上偏股转债较低的溢价率水平。2017 年可以看作是转债市场扩容的元年，

2018 年市场规模望进一步扩大，转债或将成为主流品种，规模有望达到 6000 亿，可选标的数

量也有望达到 200 只；广阔的选择空间叠加转债品种整体处在一个不贵的估值水平下，决定了

2018 年转债市场掘金的回报将会相对可观。 

 固收重点产品 

产品名称及

代码 

基金 

经理 
推荐理由 

华夏安康信

用优选债券

A

（001031） 

柳万军 

 二级债基  股债双强：作为二级债基，股票仓位为 0~20%，能在股强债弱

环境中获取超越债券类资产的回报，也能在股市下跌中保持收益的稳健性。 

 PK 3 个月银行理财：目前市场 3 个月理财预期回报年化 4.8~5%左右，对

应单季度绝对回报 1.2~1.3%左右。华夏安康自 2014 年 2 季度以来，16 个

季度中有 9 个季度显著超越理财单季收益，季均回报 2.37%，远超目前 3

个月理财。 

 业绩优异  稳健风格可持续：过去三年，产品同类排名一直处在领先水平，

2017 全年收益 8.09%，同类排名 16/410，12 个月中有 11 个月保持正回

报。（wind，2018-1-10） 

 资深基金经理管理：柳万军先生证券从业 9 年，投资年限 4 年，任职期内

基金取得 41%的收益，从风险收益指标看，风险收益显著高于股债两类资

产。其所管理基金中偏债型部分年化收益 7.79%，大幅跑赢同期中证综合

债指数（4.08%）（Wind，201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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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鼎利 A

（002459） 
何家琪 

 发起式基金：公司认购不少于 1000 万元，有助于实现投资者和基金管理者

的“利益捆绑，实现共赢”，保证基金规模和业绩的稳定性及连续性。 

 二级债基 股攻债守：产品为二级债基，股票仓位 0~20%，可在股债市场中

灵活配置，保持收益的稳健性。 

 业绩优异：自成立以来取得收益 8.9%，超过上证指数和中债指数，波动显

著低于股票指数。2017 年回报 7.84%，同类排名 17/410，位居前 5%。

（Wind，2018-1-10） 

 资深基金经理管理：清华大学应用经济学专业硕士。2012 年 7 月加入华夏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固定收益部副总裁，所管理基金中偏债型基金近一

年收益 4.36%，大幅跑赢同期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0.49%）（Wind，

2018-1-10）。 

华夏永福养

老理财 A

（000121） 

何家琪 

 混合偏债 灵活配置：混合偏债型基金，股票仓位为 0~30%，在股债市场中

的配置更为灵活，利于保持收益的稳健性，也较为适合目前的市场风格。 

 金牛基金 业绩优异：产品作为金牛基金，排名一直比较靠前，2017 年收益

7.05%，同类排名前 20%（44/262）。成立以来总收益 61%，与上证指数

增长相当，且业绩更为稳健，风险收益比显著优于上证指数。 

 PK 3 个月银行理财：永福养老的过往业绩显著优于 3 个月理财，以

4.8~5%的预期年化收益为参考，永福理财自成立以来的 17 个季度中有 10

个季度跑赢，季均回报 2.8%，远高于理财季度 1.2%左右的回报水平。 

 风格稳健 追求绝对回报：产品成立以来的 53 个月中，月度正回报率高达

85%，最大月度回撤仅 1.4%，月均回报达到 0.9%，对于风格相对稳健保

守的投资者而言，永福养老也是较好选择。 

华夏可转债

增强

（001045） 

魏镇江,

何家琪 

 主攻转债：产品成立于 2016-09-27，类型为二级债基，投资于债券的比例

不低于 80%，投资于转债的比例不低于 64%。 

 基金规模较为适中：单只转债规模一般不大，使得大体量资金进出的摩擦成

本较高，产品最新规模 0.85 亿元（Wind 2018-1-12），规模较为适中，

对可转债的投资更加灵活。 

 业绩优异：2017 年回报为 1.73%，同类排名 239/410，2018 年以来收益

2.40%，同类排名 30/496。（Wind，2018-1-10） 

 资深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经理有丰富的混合型、二级债基的管理经验，熟悉

债券市场投资研究分析，同时具备较好的选股能力，非常适合兼具权益和债

券特点的可转债品种投资。 

华夏双债增

强 A

（000047） 

柳万军 

 可灵活投资可转债：华夏双债是一级债基，投资于债券的比例不低于

80%，投资转债的比例没有限制，可以较灵活的投资于可转债。 

 基金规模较为适中：单只转债规模一般不大，大体量资金进出的摩擦成本较

高，产品最新规模 0.52 亿元（Wind 2018-1-12），规模较为适中，对可

转债的投资更加灵活。 

 业绩优异：2017 年累计回报 2.01%，同类排名 57/168，2018 年以来收益

0.51%，同类排名 31/173。（Wind，2018-1-10） 

 资深基金经理管理：柳万军先生证券从业 9 年，投资年限 4 年，有丰富的

混合型、二级债基的管理经验，熟悉债券市场投资研究分析，同时具备较好

的选股能力，非常适合兼具权益和债券特点的可转债品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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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基金推荐: 华夏永康添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005128）发行期：2018 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30 日 

华夏永康 

添福

（005128） 

何家琪 

 动态大类资产配置：股债混合型基金，股票仓位最高不超过 30%，以动态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为首要投资手段，根据股票和债券在大多数时间内的反向

波动特征，灵活配置固定收益类和权益类资产。 

 策略灵活：适当参与新股申购、可转债等投资，尽可能把握权益市场投资机

会。 

 坚持长期投资理念，追求相对稳健的长期回报，在市场波动的环境下努力追

求实现长期正收益。 

 历史业绩优异：基金经理当前管理的基金中，全部基金的 A 类份额均在任

职期间实现正收益。 

 

三、海外产品 

 市场观点：  

12 月，按本币计价的全球资产主要呈现“股涨、债分化、汇涨、大宗商品涨”的格局，股票市

中新兴市场表现继续跑赢发达市场，债券市场不温不火，国际外汇市场受美元指数下行影响多数

收涨，大宗商品继续强势反弹。具体来看：①权益类资产：全球新兴市场多数收涨，发达市场除

德国和法国外多数收涨，新兴市场继续跑赢发达市场。②债券类资产：全球债券类市场在美联储

货币政策已被市场充分预期的背景下波澜不惊，信用债整体好于主权债。③外汇资产：本月美元

指数受税改利好出尽影响继续回落，带动全球新兴市场货币收涨、发达市场货币领跌。④大宗商

品多数收涨，原油、工业金属、黄金上涨；农产品、BDI 指数下跌。展望 2018 年，我们认为全

球大的确定性趋势主要包括两点：其一，全球温和通胀环境下，各经济体宏观经济和盈利继续同

步复苏，因此对风险资产仍然有利。其二，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央行对于货币宽松政策的加速退出。

基于上述两大趋势分析，2018 年海外市场资产配置思路概括为：增长通胀向上有利于股市资产、

而宽松退潮加速则相对不利于债券资产；我们对海外大类资产的初步排序是：股票>大宗商品>

债券。 

 

港股方面，12 月香港市场小幅上涨。市场成交萎缩，过节效应明显。月初出现短暂的获利回吐，

年内涨幅较大个股出现回调，大市整固后再次上涨，月末接近全年最高点。市场情绪仍然乐观，

国际资金和港股通南下流入趋势不变。分行业来看，必须消费、医药涨幅居前，能源、工业、地

产跑赢大市，而科技、原材料相对落后。展望 2018 年，我们认为以香港为代表的海外中资股市

场在盈利的持续驱动下，重估趋势仍将稳健继续，主要驱动因素来自于：①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韧

性与持续性不悲观；②企业盈利持续强劲增长；③港股在今年涨幅以后，市场估值横向比较仍然

存在一定优势；④互联互通机制及海外资金增配，将继续加速海外资金以及中国内地南下资金资

金回流、支撑市场继续重估。2018 年港股市场受益于中国企业盈利快速增长、估值不高、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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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南下及海外资金持续流入推动，有望良好表现。坚持配置教育、消费、科技等子行业中长期经

营趋势向好、业绩增长确定的龙头公司为长期核心持仓。阶段性配置估值合理、业绩增长确定性

较强的房地产、原材料等周期性行业加强组合弹性。 

 海外重点产品 

产品名称及

代码 

基金 

经理 
推荐理由 

华夏港股通

精选股票型

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LOF）

（160322） 

李湘杰 

 专注香港市场：产品专注港股市场，以港股通为核心通道，重点选择港股中

业绩稳健增长的优质个股，灵活把握香港市场的投资机会。 

 资金持续流入 港股持续向好：内地资金已逐步成为港股的配置主体，同时

境外资金持续净流入，受益于企业盈利快速增长、估值不高、港股通南下及

海外资金持续流入等因素，港股有望持续向好。 

 精选龙头 灵活配置：重点配置教育、消费、科技等行业中长期经营趋势向

好、业绩增长确定的龙头公司为长期核心持仓，同时阶段性配置估值合理、

业绩增长确定性强的周期性行业个股加强弹性。 

 资深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经理长期专注海外市场投资，历史业绩优异，所管

理产品多次获得海外大奖，把握海外市场能力突出。 

 业绩突出：产品成立以来，总回报 37.82%，年化回报 31.72%，同类排名

7/191。2017 年回报 34.22%，同类排名 25/195，今年以来收益 3.30%

（Wind，2018-1-10）。 

华夏全球股

票（QDII）

（000041） 

李湘杰 

 全球配置 把握海外牛市：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股票投资，选股相对独

立，受国内宏观政策、A 股市场变化影响较小，可把握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机

会。 

 全球经济向好 企业基本面良好：目前海外主要经济体处在经济复苏流动性

良好、市场系统风险较低而风险偏好较高的阶段，同时企业获利情况良好，

预计 2018 年海外牛市大概率持续。 

 资深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经理长期专注海外市场投资，历史业绩优异，所管

理产品多次获得海外大奖，把握海外市场能力突出。 

 收益突出：2017 年收益 36.54%，同类排名 10/81，今年以来收益

4.67%，同类排名 11/92（Wind，201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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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数和量化产品 

 
产品名称及

代码 

基金 

经理 
推荐理由 

华夏上证

50ETF

（510050）

及联接基金

（001051） 

张弘弢 

 规模领先 挂钩期权：产品最新规模 381 亿元，是境内市场规模最大的 ETF

（Wind，2018-1-10），流动性优势明显，且是国内唯一一只挂钩期权的

ETF 产品。  

 经济持续回暖 大盘蓝筹受益：上证 50 成分以金融地产及周期板块为主，在

经济持续回暖背景下，板块盈利改善显著，且本轮“周期+金融”行情的核

心逻辑并没有被破坏，上证 50 仍有配置价值。 

 行业龙头 强者恒强：上证 50 以行业龙头股为主，通过资源整合和市占率的

提升，形成强者恒强的局面，未来表现可期。 

 估值合理 基本面优异：2017 年底上证 50 市盈率(TTM)为 11.67 倍，低于

历史均值，也低于全球主要股指的估值水平，且成分股基本面依然优异。 

 业绩优异：2017 年，华夏上证 50ETF 累计实现收益 27.16%，同类排名

60/434（Wind，2018-1-10）。 

华夏沪深

300ETF

（510330）

及联接基金

（000051） 

张弘弢,

赵宗庭 

 最大的沪深 300ETF 产品：产品于 2012 年成立，是目前境内规模最大的沪

深 300ETF 产品，最新规模 187 亿元（wind 2017-9-30）,流动性优势明

显。 

 超额收益稳定 跟踪误差小：产品 2017 年回报 23.7%，相比业绩基准有稳

定的超额收益，且跟踪误差居于同类产品前列。 

 经济复苏利好大盘：国内经济保持韧性，基本面持续改善，在经济周期持续

复苏的背景下，代表大盘股的沪深 300 指数在 2018 年存在配置机会。 

 估值合理 与盈利匹配度好：2017 年底沪深 300 市盈率 14.3 倍，低于历史

均值，也低于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核心宽基指数，未来一年盈利将继续改

善，PEG 指标更加合理。 

 业绩优异：2017 年，华夏沪深 300ETF 累计实现收益 23.69%，同类排名

87/434（Wind，2018-1-10）。 

华夏中小板

ETF

（159902） 

徐猛 

 唯一跟踪中小板指数的 ETF：境内唯一一只跟踪中小板指数的 ETF 产品，

最新规模 26 亿人民币（Wind，2018-1-10），二级市场成交活跃。 

 行业冠军的摇篮：中小板市场汇聚了中国优秀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很多已

成长为细分行业的龙头，部分已成为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领军企业，被誉为

“行业冠军的摇篮”。 

 新经济的代表：成分集中在信息技术、原材料、可选消费等板块，涉及新能

源汽车、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新经济特征明显。 

 龙头效应显著：目前成分股平均市值 314 亿人民币，其中 45 只成份股同时

纳入沪深 300 指数，这些股票约占中小板指 66%权重，包括海康威视、歌

尔声学、大华股份等一大批细分行业龙头。 

 估值合理 基本面优异：2017 年底中小板指市盈率 34 倍，远低于同类的中

小板块相关指数，市销率也明显低于创业板指。同时中小板指的三季报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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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持续向好，ROE 也维持在较高水平，基本面优异。 

 业绩优异：2017 年，华夏中小板 ETF 累计实现收益 17.16%，同类排名

173/434（Wind，2018-1-10）。 

华夏恒生

ETF

（159920）

及联接基金

（000071） 

徐猛, 

 唯一可同时 T+0 和融资融券的 ETF：产品是境内首批跨境 ETF,也是唯一一

只可以同时 T+0 交易和融资融券的 ETF。借助深交所 RTGS 交易机制，可

以实时申赎并在二级市场卖出。 

 不受 QDII 额度限制：基金以港股通为核心交易通道，不受 QDII 额度限

制，是投资香港市场的灵活工具。 

 估值合理 安全边际较高：恒生指数是香港市场的核心宽基指数，2017 年底

市盈率为 12.8 倍，市净率为 1.3 倍，另外股息率高达 3.3%，估值水平处于

全球主要经济体核心指数的洼地，且低于自身历史均值水平。 

 大中华经济行业龙头代表：恒生指数成分股是内地和香港本地股中的龙头企

业，随着竞争格局优化，行业龙头市场份额得到迅速提升，营收和盈利更快

增长，竞争优势将会更加显著。 

 业绩优异：自成立以来总回报 63.12%，年化回报 9.44%，同类排名

6/30，2017 年收益 30.24%，同类排名 17/81（Wind，2018-1-10）。 

 

http://www.chinaamc.com/fund/000071/jijinjingli.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