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基金运作说明 

基金代码：162607                                 2016.9.9                                                         

 10 秒读懂基金 

 

基本资料 

坚持寻找符合产业趋势的真正的成长股：基金经理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始终坚持寻找符合产业趋势的

高成长企业及符合改革趋势的低估企业，亦会把握价值股的机会型投资。 

乘 PPP 长风，打造亮眼业绩：8 月份，PPP 概念指数涨幅达 17.23%，本基金重点持股 PPP 板块，短中期业绩亮眼，

过去一月、过去三月、过去六月业绩均在同类基金中排前 1/8（数据来源：晨星资讯，截至 2016 年 9 月 2 日）。 

看好煤炭板块，大比例配置：基金半年报显示，二季度末持有的 50 只股票中，煤炭板块有 15 只，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超过 32%。重点关注供给侧改革收益标的，但新兴产业中的优质成长股依然是该基金关注的重点。 

 
革趋势的低估企业， 亦会把握价值股的机会型投资。 

基金代码 162607 

基金类型 混合型 

投资目标 

本基金以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增

长和资本市场发展为立足点，重

点投资于具有自然资源优势以

及垄断优势的优秀上市公司股

票，以获取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

增值。 

资产配置范围 

不少于 65% 投资于股票等权

益类资产（投资于具有自然资源

优势以及垄断优势的优秀上市

公司的股票比例至少高于股票

投资的 80%） 

不少于 5% 持有现金或者到期

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业绩比较基准 
富时中国A200指数×80%＋

中国债券总指数×20% 

 

运作回顾 

 本基金仓位较一月前变化不大，目前在可操作范围（80%-95%）的偏高水平。 

 目前重点关注供给侧改革投资机会，6 月底起大幅加仓煤炭板块，目前在股票仓

位中占比较高。稍微降低了电气设备、公用事业、传媒板块的占比。 

 

费率标准 

   申购费率 

M＜50 万 

50 万≤M＜500 万 

500 万≤M＜1000 万 

M≥1000 万 

 

1.50% 
1.20% 
1.00% 
1000 元/笔 

 

 赎回费率 

1 年以内 

1 年以上（含）-2 年 

 2 年以上（含） 

0.50% 
0.25% 

0 

注：持有期限，1 年指 365 天，2 年指 730 天。 

重点持股 PPP 板块，8 月 PPP 板块涨幅喜人 

 基金半年报显示，二季度末持有的 50 只股票中，PPP 概念股有 2 只，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超过 8%。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基金二季度 PPP 概念股占比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所属板块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300145 中金环境 
PPP 

5.11 

300203 聚光科技 3.29 

数据来源：基金半年报，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基金最新的持仓情况可能会与半年报、季报公布的

信息存在差异. 

 市场关注度的迅速升温，带动 PPP 板块上涨，8 月份 PPP 概念指数上涨 17.23%，

同期上证综指涨幅为 3.56%，沪深 300 涨幅为 3.87%，PPP 概念板块大幅跑

赢沪深两市主要指数。 

 
 
 
 
 
 
 
 

数据来源：Wind，时间段为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看好煤炭板块，大比例配置 
 
 基金半年报显示，二季度末持有的 50 只股票中，煤炭板块有 15 只，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超过 32%。 

股票名称 所属行业 占基金净值比例  股票名称 所属行业 占基金净值比例 

中国神华 

煤炭 

3.06%  阳泉煤业 

煤炭 

2.26% 

西山煤电 2.82%  兖州煤业 2.09% 

平煤股份 2.64%  中煤能源 1.75% 

大同煤业 2.58%  上海能源 1.54% 

陕西煤业 2.57%  盘江股份 1.48% 

露天煤业 2.30%  冀中能源 1.46% 

恒源煤电 2.30%  昊华能源 1.14% 

潞安环能 2.27%    

数据来源：基金半年报，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基金运作说明 

基金代码：162607                                 2016.9.9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公司郑重提示您注意投资风

险。在进行投资前请详细阅读本风险提示函和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

文件。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

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

券的风险。基金不同于储蓄和债券等提供固定收

益预期的金融工具，投资人购买基金，既可能按

其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

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在市场波动等因素

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

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既包

括市场风险，也包括基金自身的管理风险、技术

风险和合规风险等。巨额赎回风险是开放式基金

所特有的一种风险，即当单个交易日基金的净赎

回申请超过基金总份额的百分之十时，投资人将

可能无法及时赎回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 

基金分为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货币

市场基金等不同类型，投资人投资不同类型的基

金将获得不同的收益预期，也将承担不同程度的

风险。一般来说，基金的收益预期越高，投资人

承担的风险也越大。景顺长城资源优势基金为混

合型基金，属于中高预期收益和风险水平的投资

品种，其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

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

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

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无法规避基金投

资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

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景顺长城资源垄断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

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

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景顺长城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

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景顺长城管理的其它基金的业

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基金的过

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景顺长城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人应当通过景顺长城基金管理公司或具有基

金代销业务资格的其它机构购买和赎回本基金，

具体代销机构名单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以

及相关公告。 

投资者进行投资时，应严格遵守反洗钱相关法规

的规定，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 

风险提示函 短中期业绩亮眼 

 
 本基金过去一月、过去三月、过去六月收益率在同类基金中均排前 1/8。 

 资源垄断选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 排名 分位 

过去一月 4.24% 2.62% 4.32% 45/604 前 1/8 

过去三月 10.47% 2.78% 4.86% 27/600 前 1/8 

过去六月 26.93% 5.31% 13.08% 15/586 前 1/8 

过去一年 30.12% -3.01% -1.43% 122/566 前 1/4 

数据来源：基金定期报告、Wind、银河证券，截至 2016 年 9 月 2 日。 

风险提示：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债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

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后市看法及未来操作思路 
 
 展望下半年，基金经理不乐观亦不悲观。预计未来半年依然是上蹿下跳的“猴市”。

不乐观在于中小创股票估值依然处于历史高位，且市场需要时间来修复三波股灾

带来的创伤。不悲观在于中国信用繁荣的内债性质，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对金融机

构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流动性实施双向管控、外部头寸的资产和负债结构以及

资本项目的管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潜在空间，让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极低。 

 M1 增速与经济增长背离，反映了经济陷入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流动性陷阱”。

资本市场仍是过剩流动性的重要去处。 

 基金经理认为符合产业趋势的新兴产业依然是未来主要的机会来源，但在现在这

个时点，会调整部分策略，眼光不局限于新兴产业。根据上述分析，将重点关注

供给侧改革受益标的。当然，在产业趋势中寻找优质成长股依旧会是该基金的重

中之重。 

 

 
附：资源垄断基金历史业绩 
 

时间段 净值增长率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沪深 300 

涨跌幅 

偏股混合型基金 

平均收益率 

2006.1.26- 
2006.12.31 

111.77% 79.48% 72.93% 72.72% 

2007 年 104.44% 105.63% 105.32% 88.16% 

2008 年 -55.38% -56.15% -55.08% -35.62% 

2009 年 73.17% 66.56% 71.76% 46.24% 
2010 年 -0.96% -10.49% -0.84% 3.25% 

2011 年 -22.86% -19.19% -22.37% -16.35% 

2012 年 3.06% 7.53% 2.45% 5.81% 

2013 年 12.57% -8.06% 12.68% 7.34% 

2014 年 14.36% 39.91% 14.90% 21.02% 

2015 年 25.27% 2.96% 26.09% 21.17% 

今年以来 -7.76% -9.53% -11.17% -12.40% 

成立以来 291.79% 151.24% 228.26% 440.25% 

数据来源：基金定期报告、Wind，截至 2016 年 9 月 2 日。 

风险提示：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债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

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