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162607                                   2017.10                                                       

 10 秒读懂基金 

 

基本资料 

股票投资实力雄厚：景顺长城基金公司投研团队实力雄厚，股票投资经验丰富，在业内享有“股票投资专家”的称号，

2017 年前三季度权益类投资能力在 102 家基金公司中排第 6（数据来源：海通证券，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今年以来收益率 31.82%，排前 1/8：本基金短中期业绩亮眼，今年以来、过去六月、过去一年在同类基金中均

排前 1/8（数据来源：晨星资讯，截至 2017 年 10 月 20 日）。 

基金经理选股能力突出：杨锐文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担任基金经理，任职期间，凭借突出的选股能力，基金表现突

出，收益率高于沪深 300 及偏股混合型基金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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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深300指数*80%+中国债

券总指数*20% 

 

今年以来收益率 31.82%，排前 1/8 

 本基金短中期业绩亮眼，今年以来、过去六月、过去一年收益率在同类基金中均

排前 1/8。 

 资源垄断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 排名 分位 

今年以来 31.82% 15.25% 18.63% 48/617 前 1/8 
过去三月 11.32% 3.11% 4.78% 114/645 前 1/4 

过去六月 18.61% 12.67% 13.44% 75/636 前 1/8 

过去一年 25.00% 16.24% 18.33% 57/616 前 1/8 

数据来源：晨星资讯、景顺长城、Wind，截至 2017 年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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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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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经理选股能力突出 

 
 
 
 
 
 
 
 

 杨锐文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担任基金经理，任职期间，基金表现突出，超额收

益显著。通过归因分析发现，自任职以来，个股选择为基金的超额收益产生了大

部分的正贡献。 

     任职期间收益率 

资源垄断基金 34.51% 

业绩比较基准 9.48% 

沪深 300 11.40% 

偏股混合型基金均值 9.44% 

数据来源：Wind，时间段为 2015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0 日。 

 
资产配置 
 
 截至 3 季度末，本基金股票仓位为 88.53%，较 2 季度末略有上升。 

2017 年三季度前十大重仓股 

股票名称 占基金净值比例  股票名称 占基金净值比例 

尚品宅配 8.43%  宁波高发 4.71% 
融捷股份 7.46%  迪森股份 3.65% 

视源股份 6.71%  中国电影 3.57% 

华灿光电 5.71%  洲明科技 3.57% 

盈峰环境 5.32%  许继电气 3.53% 

数据来源：基金三季报，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风险提示：以上个股仅为基金季报中前十大重仓股

举例，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最新持仓数据可能较定期报告披露时有所调整。 

 

杨锐文  先生 

 工学硕士、理学硕士 

 曾担任上海常春藤衍生投资公司高级分析师。2010 年 11 月加
入本公司，担任研究员职务；自 2014 年 10 月起担任基金经理 

 具有 7 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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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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市看法及未来操作思路 

 
 金融去杠杆是长期趋势，A 股存量资金的大格局不会变，我们不应该奢望牛市很

快重返，A 股不少公司依然处于高估与被抛售的状况，因此，价值投资未来两三

年仍将主导市场。但是，我们对未来市场相对乐观，主要因为是银行自查之后，

风险变得可预测且可估量，排雷的步骤亦可预测，可预测的风险就不可怕了，政

策对股市的边际压力最大阶段预计已经过去了。从近期证监会的变化，重组、再

融资都逐步在加速，IPO 也有所节制。这些悄然的变化都将带来市场风险偏好的

恢复。我们大胆地预计，股市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我们依然看好史上最严的环保核查带来的各种投资机会。环保核查成为供给侧改

革最重要的手段，加强了中国去产能的力度。过去，大部分中小企业都逃避了环

保监管，享受了环保红利，大企业面对中小企业的竞争并没有优势。而环保核查

消灭了这种不合理的环保红利，有利于市场集中度的提升。环保核查前期主要体

现于制造业龙头的投资机会，中后期将会体现于优质的环保产业个股的投资机会。

中国制造业补环保欠账足以让行业保持多年高景气度，因为对于不少制造业企业

而言，这是生死存亡的选择。 

 同时，我们也看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以及各种科技产业的机会。特斯拉的成功倒

逼着传统车厂加速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如同手机产业链一

样，大部分配套产业都在中国。中国企业能充分享受到全球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增

长。 

 我们深信真正的高成长股主要会诞生于科技产业、消费升级、产业转移等新兴产

业中，因此，我们始终坚信，不论沧海桑田，唯有真成长才能为我们的资产增值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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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26- 
2006.12.31 

111.77% 79.48% 72.93% 

2007 年 104.44% 105.63% 105.32% 

2008 年 -55.38% -56.15% -55.08% 

2009 年 73.17% 66.56% 71.76% 

2010 年 -0.96% -10.49% -0.84% 

2011 年 -22.86% -19.19% -22.37% 

2012 年 3.06% 7.53% 2.45% 

2013 年 12.57% -8.06% 12.68% 

2014 年 14.36% 39.91% 14.90% 

2015 年 25.27% 2.96% 26.09% 

2016 年 -8.39% -9.08% -11.28% 

今年以来 31.82% 15.60% 18.63% 

成立以来 412.95% 205.16% 288.95% 

数据来源：基金定期报告、Wind，截至 2017 年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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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