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1750                                                 2017.9                                                     

 10 秒读懂基金 

基本资料 

第二个运作周期表现优于同类平均：本基金采用封闭运作、定期开放的形式，第二个运作周期的收益率高于同类平

均，过去六月收益率在同类中排前 1/4（数据来源：晨星资讯、Wind，截至 2017 年 9 月 8 日）。 

明星固收固收团队实力护航：景顺长城基金公司固收团队投资经验丰富，连续两年荣获固定收益投资明星团队；2017

年上半年，公司固定收益类基金加权平均净值增长率在 98 家基金公司中排 12（获奖信息来源：《证券时报》，2017 年 5 月、2016

年 5 月；数据来源：海通证券，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债券配置价值凸显：自 2016 年 10 月起，债市经历了较长期的调整，目前债券收益率水平较高（中债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

率 AA（1 年）已达 4.98%，历史平均值仅 4.33%），配置价值凸显，持有期票息收益可观。本基金重点投资信用债，且基金经理

擅长信用债投资，个券信用判断能力强，是投资者资产配置的不错选择（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17 年 9 月 8 日）。 

基金代码 001750 

基金类型 债券型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固定收益

品种，在严格控制风险和追求基

金资产长期稳定的基础上，力争

获取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

益，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稳定的回

报。 

资产配置范围 

投资于债券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基金资产的 80%，自由开放期开

始前三个月至自由开放期结束后

三个月内不受此。任一开放期内，

本基金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

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

净值的 5%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 

 

业绩表现突出 
 
 第二个运作周期表现优于同类平均：本基金第二个运作周期现已结束，该运作周

期的收益率高于同类平均。 

 景瑞收益 1 年期定期开放式普通债券型基金均值 中证全债 

当前运作周期 0.63% 0.22% -1.29% 

数据来源：Wind，时间段为 2016.9.10-2017.9.8。 

 各阶段业绩亮眼：本基金过去六月收益率排前 1/4，今年以来、过去三月收益率

排前 1/3。 

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基金业绩排名 

 景瑞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全债 排名 分位 

今年以来 2.06% 0.46% 0.06% 49/156 前 1/3 
过去三月 1.88% 1.29% 1.34% 55/179 前 1/3 

过去六月 1.88% 0.81% 0.63% 40/166 前 1/4 

过去一年 0.63% -0.53% -1.25% 57/125 前 1/2 

过去两年 7.79% 5.43% 5.27% 18/81 前 1/4 
数据来源：晨星资讯、Wind，截至 2017 年 9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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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率标准 

   申购费率 

M＜100 万 

100 万≤M＜200 万 

200 万≤M＜500 万 

M≥500 万 

 

0.50% 

0.30% 
0.08% 
1000 元/笔 

 

 

自由开放期 

 
 

赎回费率 

0 

受限开放期  1% 

 

本产品由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与管

理，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

管理责任。本材料由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制作供代销机构参考，代销机构如需直接向

投资者发放，则应当在发送前详细了解投资者

风险承受能力等相关信息，避免出现违规销售

行为。 
 
 

基金经理擅长信用债投资 
 
 陈文鹏先生投资风格较稳健，具有较强的债券品种配置能力，个券信用判断能力

强，严控信用风险，努力降低净值回撤幅度。 

 债券配置思路：以持有期票息收益和资本利得为获利目标，以 AA 和 AA+信用债

为主要配置资产，控制适当组合久期和债券杠杆比例，并兼顾利率债的交易性机

会。根据每一阶段的市场变化，对组合持仓进行动态调整，包括债券品种、债券

信用等级、组合久期和杠杆比例等。 

 

运作回顾 
 
 组合在 2016 年 9-10 月逐步建仓以达到基金合同的要求，久期控制在 2 年附近。

11-12 月在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元指数回升等负面因素带
动下，国内债券收益率大幅上行，期间组合对持有的利率债进行止损操作。 

 2017 年 1 月至春节前，在配置盘和资金面偏松带动下，债券收益率小幅下行，
期间组合进行小幅调整，以降低久期为主。春节前后至 5 月，金融去杠杆压力明
显上升，加上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债券收益率明显上行，组合仍以防守为主，期
间仍以降低久期为主，并增加对存单和存款的投资。6 月以来，组合继续降低仓
位和久期，并增加融券操作。 

 整体而言，在组合第二个运作周期中，受基本面企稳、美元指数冲击、国内金融
去杠杆、货币政策转向中性等影响，债券收益率出现较明显上行，基金净值也有
一定幅度的上涨，其中，信用债、存款和存单贡献了主要收益。 

  

 

   

  



 
 

 
 
 
 
 
 
 
 
 
 
 
 
  
 
 
 
 
 
 
 
 
 
 
 
 
 
 
 
  
 
 
 
 
 
 
 
 
 
 
 
 
 
 
 
 
 
 
 
 

 

 本基金设定自由开放期与受限开放期，每两个相邻的自由开放期之间运作时段为

一个运作周期，时长为 12 个月，第二个自由开放期为 2017.9.11-201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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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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较低风险

收益的投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高于货

币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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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瑞收益基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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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材料由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制作供代销机

构参考，其行为非我公司主动推介行为。请投资者在

获取材料前向代销机构详细告知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等信息，以便代销机构进行合规推介。 

 

风险提示函 后市看法及未来操作思路 
 
 相对看好信用债的配置价值，关注可转债的交易机会。经济基本面仍处于下行通

道但下行速度放缓，通胀相对可控，需关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货币政策中

性为主，暂未看到宽松预期；当前债券绝对收益率水平较高，短久期的中高等级

信用债已具有配置价值，中美利差拉大后，利率债收益率继续上行空间有限；权

益市场回暖和供给的上升，可转债的投资价值回升。 

 下一运作周期，组合将以短久期的中高等级信用债作为主要的投资品种，并关注

利率债和可转债的交易性机会。 

附：景瑞收益基金开放期及受限开放期相关信息 

附：景瑞收益基金历史业绩 
 

 景瑞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全债 

2015.8.26-2015.12.31 2.80% 3.15% 3.59% 

2016 年 2.74% 2.12% 2.00% 

今年以来 2.06% 0.46% 0.06% 

成立以来 7.79% 5.82% 5.73% 

数据来源：基金定期报告、Wind，截至 2017 年 9 月 8 日。 

风险提示：我国基金运作时间短，不能反映股市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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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