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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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22年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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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兴业高端制造

基金主代码 01160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03月24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33,546,270.19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高端制造主题相关行业的上市

公司，通过自下而上的深度挖掘，精选个股，在严

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

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把握宏观经济和投资市场的变化趋势，动态

调整投资组合比例，自上而下配置资产，有效分散

风险，力求获取超额收益。

主要投资策略为大类资产配置策略、股票投资策

略、债券投资策略、股指期货投资策略、资产支持

证券投资策略、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可交换债券

投资策略、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高端装备制造指数收益率*75%+中债综合全价

指数收益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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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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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兴业高端制造A 兴业高端制造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1603 011604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

额
73,114,008.76份 60,432,261.4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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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7月01日 - 2022年09月30日)

兴业高端制造A 兴业高端制造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593,578.87 411,466.09

2.本期利润 -9,459,455.59 -7,768,624.03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1278 -0.1275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62,157,945.80 50,987,043.53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8502 0.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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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相关费用和信用减值损失后的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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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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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高端制造A净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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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1.46% -13.98% 1.06% 0.78% 0.40%

过去六个月 -1.37% 1.66% -7.56% 1.39% 6.19% 0.27%

过去一年 -19.40% 1.56% -18.13% 1.29% -1.27% 0.27%

自基金合同 -14.98% 1.43% -5.05% 1.24% -9.93%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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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起至今

兴业高端制造C净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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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1.46% -13.98% 1.06% 0.66% 0.40%

过去六个月 -1.63% 1.66% -7.56% 1.39% 5.93% 0.27%

过去一年 -19.81% 1.56% -18.13% 1.29% -1.68% 0.27%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15.63% 1.43% -5.05% 1.24% -10.58% 0.19%

注：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高端装备制造指数收益率*75%+中债综合全价指数

收益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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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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已使基金的

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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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欢

欢
基金经理

2021-

03-24
-

5

年

中国籍，硕士学位，具有

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2

011年7月至2013年8月，在

通用电气（中国）研究开

发中心担任系统工程师；2

013年8月2017年7月，在兴

业银行总行银行合作中心

银银平台和钱大掌柜担任

架构师；2017年7月加入兴

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



兴业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 年第 3 季度报告

第 6页，共 13页

任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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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

督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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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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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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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组合配置子行业由高到低为储能、光伏、新能源车、半导体及基础软件，以及

少量的机械和新材料。三季度增持受益欧洲光伏储能需求爆发的辅材公司，汽车智能化

零部件公司；置换了部分新产品导入早期，格局更好的新能源材料公司。未来继续在新

能源+科技赛道挖掘新的方向，重点关注几条重要赛道价值量重塑过程中动态的机会，

积极捕捉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变化趋势，分散组合驱动力以控制回撤。

光伏储能产业链，欧洲能源价格继续上移，以德国居民为例，年底陆续新签电价达

到60-70欧分每度电，叠加政府退税，分布式光伏和储能的投资回收期缩短至三到四年

以内，经济型凸显，因此订单持续火爆，签单已经到了23年年中。随着硅料产能大幅释

放，组件价格能够回落到支撑需求喷发的足够低的水平，国内外地面电站的需求也有希

望陆续启动。长期来看，在碳中和成为主流国家严肃承诺的时代背景下，光伏对火电的

结构性替代趋势只会更快，我们对光伏储能行业的投资机会同样乐观。

新能源车产业链，一线新势力的量增长乏力，特斯拉降价促销，都让市场对新能源

车的渗透率继续大幅提升信心不足。展望两到三年，我们更关注智能化和新技术为代表

的结构性机会，比如钠电池、锂电快充、复合铜箔、CTP和大圆柱等技术创新，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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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结构件公司都提供了新的增长机遇。GPU和AI等高算力芯片、激光雷达、高清摄

像头、声学和空气悬架等提升差异化体验的零部件，渗透率还很低，主机厂类似安卓手

机堆料号内卷式竞争，新品类成本下移和规模上量的节奏不同于油车时代呈现非线性特

征。部分创新驱动和成本优势显著的零部件公司，有希望跟随新势力和自主车企实现国

内份额大幅提升甚至强势出海，这一轮中国的汽车工业有希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弯道超

车。

半导体产业链，库存周期叠加终端创新的技术周期，每隔三四年就有一次。全球市

场从21年底进入下行周期，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作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风向标，2005、

2011、2015和2018年调整都没有超过40%，这次幅度已经接近45%，仅次于2000年和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从历史经验推算结合产业调研反馈，库存调整预计要持续到23年年中，

过往费城半导体指数提前基本面3-6个月见底，如果历史规律继续有效，22年末前后是

重要观察点，继续下跌将是增配行业的非常好的机会。近期随着美国商务部新增31家中

企进入UVL清单，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先进制程和先进算力相关的技术封锁，同时严格

限制美籍人才进入相关领域。美国的科技霸凌，只会进一步加大产业导入去美产业链的

决心。短期看虽然行业面临的发展阻力更大了，长期我们还是看好国产替代2.0的历史

机遇。

基础软件和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赛道，也在酝酿众多的投资机会。人力成本上升的

时代背景不可逆，企业对外拼市场，对内提效率，都需要借助信息化的手段。云计算的

转型，既是对研发和销售体系的重构，也是企业做厚壁垒和提升客户粘性的好的契机。

虽然全球来看过去一年软件类资产表现平平，但是目前估值已经回到非常有吸引力的位

置，行业持续稳定增长的潜力远未结束。

过去一年境外加息流动性收缩，制造业上游资源品反噬中下游利润，疫情导致的需

求受损等诸多对成长股很不友好的宏观环境，目前都有希望边际改善。俄乌战争升级以

及欧美通胀见顶的时间点延后，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后一道障碍，我们对泛成长资产

的投资机会依然乐观。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报告期末兴业高端制造A基金份额净值为0.8502元，本报告期内，该类基金份

额净值增长率为-13.20%，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3.98%；截至报告期末兴业高端

制造C基金份额净值为0.8437元，本报告期内，该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13.32%，同

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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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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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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2,185.49 86.04

其中：股票 97,822,185.49 86.04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6,591,877.95 5.80

其中：债券 6,591,877.95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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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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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3,836.22 8.08

8 其他资产 93,382.35 0.08

9 合计 113,691,282.01 100.00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3,182,112.68 2.81

C 制造业 73,461,428.67 64.93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
7,603,566.00 6.72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13,575,078.14 12.00

J 金融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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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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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2,185.49 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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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50 宁德时代 15,300 6,133,617.00 5.42

2 688052 纳芯微 17,215 5,182,059.30 4.58

3 688390 固德威 18,268 5,170,392.04 4.57

4 603799 华友钴业 79,300 5,102,162.00 4.51

5 300274 阳光电源 46,000 5,088,520.00 4.50

6 688223 晶科能源 281,935 4,699,856.45 4.15

7 688116 天奈科技 39,795 4,583,190.15 4.05

8 002129 TCL中环 100,000 4,476,000.00 3.96

9 601058 赛轮轮胎 384,300 3,889,116.00 3.44

10 300454 深信服 38,800 3,880,000.00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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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债券 6,591,877.95 5.83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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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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1,877.95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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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656 21国债08 65,000 6,591,877.95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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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虑股指期货的基差水平和流动性特征，谨慎利用股指期货作

为组合管理的工具，通过股指期货实现基金的套期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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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国债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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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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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基金投资的前十

名证券的发行主体除天奈科技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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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奈科技：2021年12月8日收到江苏证监局责令整改措施的公告，公司于2021年12

月18日提交了整改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研究部门对天奈科技保持了及时的研究跟踪，投资决策符合本基金

管理人的投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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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76.88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

5 应收申购款 12,405.47

6 其他应收款 -

7 其他 -

8 合计 93,3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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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高端制造A 兴业高端制造C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75,308,170.06 62,171,0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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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1,740,766.03 1,992,485.58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3,934,927.33 3,731,2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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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14,008.76 60,432,261.43

注：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转换入及分级份额调增份额；赎回份额含转换出及分级份额

调减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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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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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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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准予兴业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注册的文件

（二）《兴业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三）《兴业高端制造混合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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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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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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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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