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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8年1月17日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

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兴业多策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96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01月23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82,336,000.36份 

投资目标 

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积极

主动的资产配置，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

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采用"自上而下"的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和"自下而上"的股票投资策略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资产配置和组合风险管理。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三年期银行定期存

款利率（税后）+1%。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

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

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等风险品种。 

基金管理人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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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7年10月01日 - 2017年12月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4,958,034.00 

2.本期利润 -23,834,577.04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600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466,155,552.69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219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

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

月 
-4.84% 0.67% 0.85% 0.01% -5.69% 0.66% 

注：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1%。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变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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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期限 
证券从

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WEIDONG

 WU（吴

卫东）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15-01-

23 
- 22年 

美国籍，物理学博士，具有证

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曾在美

国证券交易协会（NASD）注册。

1994-1998年任德意志银行量

化策略研究员(Associate Dir

ector)，1998-2002年任摩尔（M

oore）资产管理公司资深策略

研究员，2002-2006任千禧（M

illennium）基金投资经理，2

007-2010任梯度(Gradient)资

产管理公司投资经理，2010-2

013任兴业银行资产管理部研

究负责人，2013年7月加入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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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公司，现任基金经理。 

冯烜 

本基金的

基金经

理，股票

投资部总

监 

2017-05-

22 
- 13年 

中国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MB

A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

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具有

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2002

年7月至2003年8月在第一创业

证券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担任

研究员。2005年11月至2011年3

月在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投资部担任研究员、高级研

究员、基金经理，期间2009年7

月至2010年12月担任汇丰晋信

2016生命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2010年1月至2

011年3月担任汇丰晋信2026生

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2011年3月至2014年6月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资产管

理部担任投资经理（执行总经

理级别），管理中金安心回报、

中金股票策略、中金股票精选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4年6

月至2015年1月在汇丰晋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QFII投资

咨询部总监，负责四只QFII基

金的A股投顾工作。2015年2月

加入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任股票投资部投资总监、基

金经理。 

1、对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离职日期”为根据

公司决定确定的解聘日期，除首任基金经理外，“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分别指根

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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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整体

合法合规，未发现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

见》，完善相应制度和流程，通过系统和人工等方式在各环节严格控制交易公平执行，

公平对待旗下管理的基金和投资组合。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7年四季度国内经济表现稳健，货币环境稳中偏紧，市场利率维持在高位。海外

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表现都较强，美国再次加息，并且通过了税改法案，但对

中国影响可控。四季度A股市场先扬后抑、总体上出现一定调整，板块及个股分化非常

严重，大盘蓝筹股及白马消费股展开了估值切换行情，缺乏基本面支撑的小盘股大幅下

跌。展望未来，A股市场中长期基本面较好，估值在合理区间。货币政策稳健偏紧，金

融系统仍在有序地去杠杆。A股市场有望提供稳健的长期投资价值，系统性风险可控，

结构性机会仍有望大量出现。四季度本基金的股票仓位中性偏高、有所降低，基金主要

配置的行业是消费、医药、建筑、金融等，基金在个股层面相对分散。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内，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4.84%，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85%。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不存在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的情形。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348,910,297.08 72.51 

 
其中：股票 348,910,297.08 72.51 

2 基金投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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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定收益投资 29,982,000.00 6.23 

 
其中：债券 29,982,000.00 6.23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0,000,000.00 12.47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16,677,978.43 3.47 

8 其他资产 25,633,098.23 5.33 

9 合计 481,203,373.74 100.00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9,069,206.36 1.95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131,016,932.58 28.11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16,143.20 0.00 

E 建筑业 26,526,256.00 5.69 

F 批发和零售业 21,985,135.92 4.72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7,942.76 0.00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40,575,498.71 8.70 

J 金融业 34,353,992.90 7.37 

K 房地产业 12,324,321.84 2.64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6,948,184.06 7.93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511,522.00 2.25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25,565,160.75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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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348,910,297.08 74.85 

 

  

5.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600054 黄山旅游 1,421,729 
20,288,072.8

3 
4.35 

2 300058 蓝色光标 3,437,656 
18,975,861.1

2 
4.07 

3 002385 大北农 2,995,020 
18,149,821.2

0 
3.89 

4 002400 省广股份 3,371,918 
17,972,322.9

4 
3.86 

5 601688 华泰证券 965,700 
16,667,982.0

0 
3.58 

6 600261 阳光照明 2,540,613 
14,024,183.7

6 
3.01 

7 002262 恩华药业 863,937 
12,319,741.6

2 
2.64 

8 600406 国电南瑞 669,400 
12,236,632.0

0 
2.63 

9 002050 三花智控 662,281 
12,146,233.5

4 
2.61 

10 002051 中工国际 618,900 
11,406,327.0

0 
2.45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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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29,982,000.00 6.43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29,982,000.00 6.43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29,982,000.00 6.43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150207 15国开07 300,000 
29,982,000.0

0 
6.43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投资，也无期间损益。 

 

 

5.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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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本着谨慎原则,适度参与股指期货投资。通过对现货

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结合基金股票组合的实际情况及对股指期货的估值水

平、基差水平、流动性等因素的分析，选择合适的期货合约构建相应的头寸，以调整投

资组合的风险暴露，降低系统性风险。基金还将利用股指期货作为组合流动性管理工具，

降低现货市场流动性不足导致的冲击成本过高的风险，提高基金的建仓或变现效率。 

 

5.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10.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含国债期货。 

 

 

5.10.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含国债期货。 

 

 

5.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含国债期货。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大证券的发行主体中，2017年9月29日蓝色光标

（300058）的主体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色光标”）

发布公告，蓝色光标于2017年9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

对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文

号[2017]119号）。蓝色光标于2015年12月18日公开发行了1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经

查，该债券募集资金使用中涉及的“蓝色天幕全球机场联播媒体网络模块”项目及“电

商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已超过1年未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

投资计划存在差异，蓝色光标未解释具体原因并进行披露，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40号）第二条“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40号）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对蓝色光标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蓝色光标应及时解释并披露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具

体原因及后续应采取的措施。 

  对蓝色光标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该证券经股票研究员推荐，并通过股票入库审批

流程后，基金管理人经过研究判断，按照相关投资决策流程投资了该证券。 

  其它前十大证券的发行主体均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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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232,982.43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24,322,175.87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994,926.73 

5 应收申购款 83,013.20 

6 其他应收款 - 

7 其他 - 

8 合计 25,633,098.23 

 

5.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5.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418,467,997.91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9,282,077.77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45,414,075.32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

“-”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82,336,000.36 

  注：总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总赎回份额含转换出份额。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55,867,8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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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期间买入/申购总份额 0.00 

报告期期间卖出/赎回总份额 0.00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55,867,836.70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14.61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  报告期末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

总数 

持有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总

数 

发起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

额承诺

持有期

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

金 

55,867,83

6.70 
14.61 

10,000,00

0.00 
2.62 3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

理人员 

780,160.3

3 
0.20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345,815.9

1 
0.09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56,993,81

2.94 
14.91 

10,000,00

0.00 
2.62 - 

 

§9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9.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10  备查文件目录 

 

10.1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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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证监会准予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募集注册的

文件 

  （二）《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三）《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四）法律意见书 

  （五）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六）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七）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10.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10.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基金管理人营业时间内免费查阅 。 

  网站：http：//www.cib-fund.com.cn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0095561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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