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260108                                    2019.06                                                

 10 秒读懂基金     

基本资料 

过去两年、过去三年收益排第 1：本基金过去两年、过去三年收益率分别为 59.60%、99.73%，均排第 11；获银河三年期&

五年期★★★★★评级 1，海通★★★★★评级 2。曾获 2017 年度混合型金牛基金&第十五届“金基金”奖•偏股混合型基金奖（一

年期）（数据来源：1.银河证券 2.海通证券，截至 2019 年 6 月 14 日；获奖信息来源：《中国证券报》，2018 年 3 月；《上海证券报》，2018 年 5 月）。 

股票投资团队投资能力领先：景顺长城基金公司连续两年荣获“金牛基金公司”权威奖项，股票投资能力为★★★★★1；

旗下权益类基金过去三年加权平均净值增长率 43.16%，在 98 家基金公司中排第 22（数据来源：1. 海通证券，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2.海通证券，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获奖信息：《中国证券报》，2019 年 4 月、2018 年 3 月）。 

 

基金代码 2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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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投资于具有合理估值的高

成长性上市公司股票，以获取

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资产配置范围 

65%以上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

资产 不低于 5%投资于现金或

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

券，投资于成长型上市公司的

股票比例至少高于非现金基金

资产的 80%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800成长指数*80%+银行

同业存款利率*20% 

基金风险等级 
晨星评级为中高风险（R4） 

适合激进型、积极型投资者 

 

过去两年、过去三年收益排第 1 

 本基金过去两年、过去三年收益率均在混合偏股型基金中排第 1，各阶段收益率

均排前 1/81。获银河三年期&五年期★★★★★评级 1，海通★★★★★评级 2。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基金业绩及排名 

时间段 
新兴成长 

净值增长率 1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3 

沪深 300 指

数涨跌幅 3 
同类排名 1 分位 

今年以来 47.04% 20.00% 21.40% 3/414 前 1/8 

过去三月 13.48% -2.68% -2.41% 1/425 前 1/8 

过去六月 43.85% 14.01% 15.44% 2/409 前 1/8 

过去一年 12.44% -5.51% -2.63% 10/382 前 1/8 

过去两年 59.60% 1.13% 3.87% 1/343 前 1/8 

过去三年 99.73% 4.51% 17.51% 1/334 前 1/8 

数据来源：1.银河证券 2.海通证券 3.Wind，截至 2019 年 6 月 14 日。同类指银河证券-混合偏股型基

金（A 类）。注：刘彦春于 2015 年 4 月 9 日正式担任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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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万 

500 万≤M＜1000 万 

M≥1000 万 

 

1.50% 
1.20% 
1.00% 

1000 元/笔 

 

 赎回费率 

7 日以内 

7 日以上（含）-1 年 

1 年以上（含）-2 年 

2 年以上（含） 

1.50% 
0.50% 
0.25% 

0 

注：持有期限，1 年指 365 天，2 年指 7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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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作为公开宣传推介材料，代销机构如需直接向投资者推

介本产品，则应当在推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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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经理任职期间收益率高于同类平均 

 刘彦春于 2015 年 4 月 9 日正式担任基金经理，任职期间，基金收益率高于业绩

比较基准及偏股混合型基金均值。 

基金经理任职期间收益率比较 

 

 

 

 

 

 

 

 

 

 

 

数据来源：Wind，时间段为 2015 年 4 月 9 日至 2019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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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贡献。 

 

研究总监掌舵，坚持基本面选股：基金经理选股坚持从基本面出发，自下而上，注重公司资本投入比（ROIC），致力于寻

找高投入资本产出、高成长潜力的优秀公司并长期投资。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260108                                    2019.06                                                 

 风险提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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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基金为混合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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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成长基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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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总监掌舵，专注于基本面选股 

                 刘彦春  先生 

 管理学硕士 

 曾担任汉唐证券研究员，香港中信投资研究有限公司研究

员，博时基金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等职务。2015

年 1 月加入本公司，自 2015 年 4 月起担任基金经理，现担

任公司研究总监。 

 具有 16 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投资理念 

 历史上高回报的公司普遍具有远超平均的投入资本回报水平。要实现这一点，产

品的创新、领先的经营模式、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不可或缺。 

 致力于寻找高投入资本产出、高成长潜力的优秀公司长期投资。 

 

 

 

 

 

 

 

 

后市看法及未来操作思路 

 

 市场近期出现较大幅度回撤，主要原因在于中美冲突升级，对市场风险偏好带来

了显著影响。对投资者而言，很难跟踪事件进展及预测结果，所以导致对相关风

险也难以进行准确定价，预期未来市场仍然与这一风险事件紧密相关，如果冲突

持续升级，不排除市场仍有继续受到扰动的可能。目前形势是 2008 年全球经济

危机的延续，是中美贸易失衡持续发酵的结果，未来很可能导致国际产业分工重

构，需要做好摩擦、冲突长期存在的准备。但事情总是有两面性，面对外部压力

我们更要做好自己的事，如制度变革方面或将可取得更大突破，激励每个经济主

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基金操作上一直坚持自下而上精选个股，通过挖掘高投入资

本产出、高成长潜力的优秀公司进行长期投资。 

 不确定即风险，市场波动预计将有所加大，组合操作上重点挖掘可以通过增长对

抗估值下移的公司，结构上更加关注内需，自下而上选股时对估值将会有更严格

的要求。 

附：新兴成长基金近十年业绩 
 

时间段 净值增长率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沪深 300 涨跌幅 

2009 35.61% 72.06% 96.71% 

2010 -1.70% -1.41% -12.51% 

2011 -32.56% -24.01% -25.01% 

2012 -6.47% 4.44% 7.55% 

2013 20.10% -0.31% -7.65% 

2014 1.74% 19.78% 51.66% 

2015 33.42% 15.40% 5.58% 

2016 -8.12% -16.33% -11.28% 

2017 56.28% 15.29% 21.78% 
 
 
 

2018 -15.81% -25.64% -25.31% 

今年以来 47.04% 20.00% 21.40% 

成立以来 312.23% 89.37% 167.97% 

数据来源：基金定期报告、Wind，截至 2019 年 6 月 14 日。注：刘彦春于 2015 年 4 月 9 日正式担任

基金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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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