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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8 年第二季度报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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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0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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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为 2008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二、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名称：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简称：景顺精选 

基金代码：260110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07 年 6 月 18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16,843,452,039.35 

投资目标：重点投资于具有较高内在投资价值的大型蓝筹上市公司，在控制风险的前提

下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1、投资管理的决策依据 

本基金依据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MEM）为基础的资产配置模型决定基金的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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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景顺长城“股票研究数据库（SRD）”等分析系统及 FVMC 等选股模型作为个股选择的

依据，同时依据景顺长城风险管理系统和绩效评估系统进行投资组合的调整。 

2、投资管理的方法和标准 

（1）资产配置 

基金经理依据定期公布的宏观和金融数据以及投资部对于宏观经济、股市政策、市场趋

势的综合分析，运用宏观经济模型（MEM）做出对于宏观经济的评价，结合基金合同、投

资制度的要求提出资产配置建议，经投资决策委员审核后形成资产配置方案。 

本基金为一只高持股的股票型基金，对于股票的投资不少于基金资产的 70%，持有现

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2）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中所谓之蓝筹股，是指那些市值较大、业绩优良、在行业内居于龙头地位并对所

在证券市场指数起到相当大影响的上市公司股票。其中，按照股票风格的不同又可具体划分

为稳健蓝筹股和成长蓝筹股两类。 

本基金股票投资遵循“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策略，以市值规模和流动性为基础，重点

投资于在行业内居于领导地位、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分红派现能力的稳健蓝筹公司以及在

行业内具有较强竞争优势、成长性好的成长蓝筹公司。 

针对上述两类公司股票价格驱动因素的不同，本基金分别以价值和 GARP（Growth at 

Reasonable Price）原则为基础，精选出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构建股票组合。 

（3）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采取利率预期策略、流动性策略和时机策略相结合的积极性投资方

法，力求在控制各类风险的基础上为投资者获取稳定的收益。 

本基金采用宏观经济分析模型(MEM)对经济数据评分，分析经济和金融运行情况，重点

关注利率走势，判断收益率曲线的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确定投资组合久期。本基金依市

场规模、收益率、流动性等标准，评估债券的投资潜力和回报趋势。在风险控制上，利用风

险评估系统适时评估投资组合，切实控制各种风险以优化投资组合。 

（4）权证投资策略 

本公司将在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前提下，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的基本面研究，并结合期 

权定价模型估计权证价值，谨慎进行投资。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 

具体投资流程如下： 

（1）研究人员对权证的标的股票运用我公司 FVMC 等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标的股

票合理目标价。 

（2）研究人员根据标的股票的当前价格和目标价格，运用期权定价模型分别计算权证 

当前的理论价格和未来目标价格。 

（3）由投资研究联席会议集体讨论研究人员对该权证的投资建议，讨论通过的列入买

入名单,订立目标价格和止损价格，并设定持有时限。 

（4）基金经理根据投资研究联席会议的决议在授权范围内实施对该权证的投资。 

（5）本基金投资权证必须遵守《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所管理的证券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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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运用基金财产投资权证的公告》中的各项规定。 

3、投资管理程序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公司投资的最高决策机构，以定期或不定期会议的形式讨论和决定基

金投资的重大问题，包括确立各基金的投资方针及投资方向，审定基金财产的配置方案。投

资决策委员会召开前，由基金经理依据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提出基金的资产配置建议，

交由投资决策委员会讨论。一旦做出决议，即成为指导基金投资的正式文件，投资部据此拟

订具体的投资计划。 

投资部是负责管理基金日常投资活动的具体部门，投资总监除履行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

委员的职责外，还负责管理和协调投资部的日常运作。投资研究联席会议是投资部常设议事

机构，负责讨论研究计划、投资策略、资产配置方案、基金投资组合构建或调整方案、基金

资产运作绩效评估与风险控制。投资研究室负责宏观经济研究、行业研究和投资品种研究，

编制、维护股票库和买进名单等投资证券备选库，建立与维护景顺长城“股票研究数据库

（SRD）”与债券研究资料库，并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研究联席会议、投资总监和基金

经理提供投资决策依据。基金投资室负责拟订基金的总体投资策略、资产配置、行业和板块

分布方案，重大投资项目提案和投资组合方案等报投资研究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其中基金经

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及投资研究联席会议决议具体承担本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 

风险控制委员会作为风险管理的决策机构，由各部门总监组成，负责基金运作风险的评

估和控制，指导业务方向，并接受、审阅监察稽核报告，基于风险与回报对业务策略提出质

疑。投资部绩效评估与风险控制室负责投资组合风险与绩效的定期评估。法律、监察稽核部

负责基金日常运作的合规控制。 

 

本基金投资决策过程为： 

（1）由基金经理依据宏观经济、股市政策、市场趋势判断，结合基金合同、投资制度

的要求提出资产配置建议。 

（2）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基金经理提交的资产配置建议，并最终决定资产配置方案。 

（3）投资部依据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按流程筛选出个股，由投资研究联席会议集体决

定个股配置方案。 

（i）构建初级股票库。本基金股票投资范围的主体组成部分为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 

此外，投资部投资研究联席会议可以按照我们主动选股的标准加入部分上市公司，二者结合 

形成初级股票库。 

（ii）构建二级股票库。针对本基金重点投资的两类蓝筹型上市公司股票，我们从其各

自不同的表现特征出发，对股票备选投资域中的上市公司进行甄选，构建蓝筹股股票库。 

（iii）确定买入名单。对于进入蓝筹股股票库的股票，运用景顺长城“股票研究数据库（SRD）”

当中的标准分析模板对上市公司的品质和估值水平进行鉴别，重点考察业务价值、估值水平、

管理能力和现金流，结合必要的合理性分析，制定股票买入名单。 

（4）投资研究联席会议审核投资组合方案，如无异议，由基金经理具体执行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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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80%＋中国债券总指数×2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风险程度较高的投资品种。 

 

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及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城市广场中信大厦 16 层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06 

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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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景顺精选 

1．本期利润 -3,122,790,568.76 

2．本期利润扣除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248,095,164.14 

3．加权平均份额本期利润 -0.181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3,749,026,130.25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816 

 

（二）基金的净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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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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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8.40% 2.37% -21.48% 2.66% 3.08% -0.29% 

 

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景顺精选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比较图 

（2007 年 6 月 18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8 年第二季度报告 

-5- 

-30.00%

-20.00%

-1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2007年6月18日 2007年10月18日 2008年2月18日 2008年6月18日

精选蓝筹基金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备注：（1）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股票投资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70%至 95%；

债券投资和现金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5%至 30%。本基金自 2007 年 6 月 18 日合同生效

日起至 2007 年 12 月 17 日为建仓期。建仓期满至今，本基金投资组合达到上述投资组合比

例的要求。 

 

 

四、管理人报告 

 

（一）基金经理简介 

本公司采用团队投资方式，即通过整个投资部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争取良好投资业

绩。本基金聘任基金经理如下： 

王新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9 年基金业从业经验。1998 进入长

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长盛基金管理公司分析师、基金经理助理，2002 年 10 月至 2004 

年 5 月担任长盛成长价值开放式基金基金经理。2004 年 6 月加入本公司，现任投资总监。 

 

（二）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的投资决策、投资交易程序、投资权限等各方面均符合规定的要求； 

交易行为合法合规，未出现异常交易、操纵市场的现象；未发生内幕交易的情况；相关的信 

息披露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基金各种账户类、申购赎回、注册登记业务及其他交易类 

业务，未出现重大违法违规或违反基金合同的行为。 

 

（三）报告期内的业绩表现和投资策略 

1、行情回顾及运作分析 

（1）行情回顾和分析 

本季度在宏观经济减速、国际油价屡创新高、全球通货膨胀持续攀升、企业盈利预期下

降以及四川地震等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集中释放的影响下，市场延续上季度暴跌趋势，沪深

300 和上证综指分别下跌 26.4%和 21.2%，虽然在降低印花税的利好刺激下，市场经历了短

暂的反弹，但市场仍然创下新低。08年上半年，上证指数下跌幅度高达 48.2%，成为今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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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全球股市下跌幅度最大的市场，市场上投资者普遍悲观、绝望的情绪充斥，市场寻求底部

的路途并不明朗。 

从宏观角度看，国内外宏观经济的忧虑是造成市场深幅回调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国内

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导致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趋紧，进而引发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忧虑；另

一方面，高油价导致全球的通胀的快速上升、美国次债的阴影迟迟不能消除、美国经济衰退

风险通过各种渠道波及全球其他市场，影响了中国出口的增长。从微观角度看，需求放缓和

成本上升对毛利率挤压的双重因素使得许多制造业盈利下调。目前对上市公司08年的业绩增

长预测已经从年初的30%下调到18%的水平，体现了下半年对宏观经济不确定的担忧。 

行业表现方面，煤炭行业一枝独秀、仅微跌 3.87%，金融和医药行业相对跌幅较小，而

房地产和有色金属成为本季度下跌幅度最大的行业。 

（2）基金运作情况回顾 

由于证券市场持续大幅回落成为本季度的主基调，为了应对市场不利走势，本基金仍然

采取较为谨慎的投资策略，在保持原有股票仓位基本稳定的基础上，积极调整组合结构。根

据基金合同，本基金的组合以大盘蓝筹股票为主要标的，重点持有金融行业的龙头。 

 

2、本基金业绩表现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0.816 元。本报告期本基金的份额净值增长率

为-18.40%，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为-21.48%。 

 

3、市场展望和投资策略 

（1）市场展望 

展望3季度，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市场已经出现了

深度的下跌。市场经过大幅度的调整，已经使全市场的估值水平降低很多，A股估值水平迅

速下降，目前A股核心沪深300公司的2008年动态市盈率已经低于16倍，与发达市场的估值水

平接近，A-H股估值逐渐接轨，部分行业的估值水平已经具有吸引力。市场或许正在等待投

资者信心恢复以及超预期的经济数据等触发因素迎来市场反弹的契机。 

从全年来看，外部冲击和国内政策对短周期的影响导致盈利增长预期出现变化，市场信

心短期难以恢复，市场整体可能呈现震荡调整格局。长远而言，我们仍然坚定看好中国经济

的长期增长潜力，等待经济趋势明朗后，市场将重新步入上升轨道。 

（2）下阶段投资策略 

尽管投资者对宏观的不确定性有过度的担忧，趋势的重压下市场短期处于低迷状态，但

是随着经济面的不断明朗和全球通胀和流动性收缩的冲击减少，A股资产的吸引力和长期增

长的溢价将被重新关注。三季度的投资策略和行业配置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宏观调控的取

向，将继续坚持防守策略。虽然外需放缓的压力较大，但是控制通胀防止经济过热仍是当前

经济的首要任务，那么有保有压的宏观经济调控之下的行业配置将选择通胀压力持续之下依

然可以收益的行业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对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投资机遇；价格松动

带来的行业机会；以及央企资产整合、奥运等阶段性主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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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平交易制度执行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公平交易制度，未出现异常交易行为。本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投资风格与本基金的投资风格不相似。 

 

 

五、 投资组合报告 

 

(一)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金 额（元） 占基金资产总值比例 

银行存款和清算备付金 1,369,781,505.66 9.94% 

股票 9,791,915,226.26 71.07% 

债券 1,692,142,770.76 12.28% 

权证 1,552,428.08 0.0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它资产 922,834,827.59 6.70% 

资产总计 13,778,226,758.35 100.00% 

 

(二)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行业 数量（股） 市值（元） 
市值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 

B 采掘业 54,786,115 799,278,663.00 5.81% 

C 制造业 237,258,773 2,882,687,047.00 20.97% 

  C0 食品、饮料 15,193,336 577,011,735.76 4.20% 

  C1 纺织、服装、皮毛 -  - - 

  C2 木材、家具 -  - - 

  C3 造纸、印刷 -  - - 

  C4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56,500 678,250.00 0.00% 

  C5 电子 26,500 577,965.00 0.00% 

  C6 金属、非金属 170,458,909 1,656,876,312.60 12.05% 

  C7 机械、设备、仪表 46,136,901 501,619,058.21 3.65% 

  C8 医药、生物制品 5,386,627 145,923,725.43 1.06% 

  C99 其他制造业 -  - - 

D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6,548,536 388,936,052.40 2.83% 

E 建筑业 -  - - 

F 交通运输、仓储业 63,658,074 889,205,839.95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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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信息技术业 62,844,918 539,030,668.66 3.92% 

H 批发和零售贸易 6,625,740 100,198,059.20 0.73% 

I 金融、保险业 241,134,185 3,743,214,919.73 27.23% 

J 房地产业 44,741,844 370,523,976.32 2.69% 

K 社会服务业 -  - - 

L 传播与文化产业 6,000,000 78,840,000.00 0.57% 

M 综合类 -  - - 

       

合计 743,598,185 9,791,915,226.26 71.22% 

 

(三)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市值（元） 
市值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 

600036 招商银行 52,220,000 1,222,992,400.00 8.90% 

600000 浦发银行 27,150,941 597,320,702.00 4.34% 

000001 深发展Ａ 26,132,208 505,135,580.64 3.67% 

600019 宝钢股份 54,995,268 479,008,784.28 3.48% 

600030 中信证券 19,368,562 463,296,003.04 3.37% 

600005 武钢股份 41,504,216 405,081,148.16 2.95% 

600900 长江电力 26,548,536 388,936,052.40 2.83% 

600028 中国石化 34,388,308 349,041,326.20 2.54% 

600519 贵州茅台 2,494,094 345,631,546.52 2.51% 

601318 中国平安 6,912,652 340,517,237.52 2.48% 

 

(四) 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债券类别 债券市值（元） 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国家债券投资 -   - 

央行票据投资 1,112,435,000.00 8.09% 

企业债券投资 -   - 

金融债券投资 538,910,000.00 3.92% 

可转换债投资 40,797,770.76 0.30% 

债券投资合计 1,692,142,770.76 12.31% 

 

(五)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市值（元） 
市值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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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央行票据 44 5,500,000 549,285,000.00 4.00% 

06 国开 18 4,000,000 399,400,000.00 2.90% 

08 央行票据 19 2,100,000 201,789,000.00 1.47% 

08 央行票据 17 1,500,000 149,925,000.00 1.09% 

08 进出 01 1,400,000 139,510,000.00 1.01% 

 

 

(六)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报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

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存出保证金 854,208.44 

应收证券清算款 889,452,355.00 

应收股利 6,252,933.37 

应收利息 26,275,330.78 

应收申购款 - 

合计 922,834,827.59 

 

4、报告期末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期末市值（元） 
市值占基金净资

产净值比例 

125709 唐钢转债 199,874 21,004,758.66 0.15% 

 

5、报告期末持有权证明细如下： 

序号 权证代码 权证名称 数量 
期末市值

（元） 

市值占基金

净资产比例 

获得方式（被动持

有或主动持有） 

1 580019 石化 CWB1 861,025 1,552,428.08  0.01% 被动持有 

 合 计   1,552,428.08 0.01%  

6、本报告期内及本报告期末没有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六、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本报告期内基金份额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份 

期初基金份额 17,670,679,116.15 

期间总申购份额 - 

期间总赎回份额 827,227,076.80 

期末基金份额 16,843,452,0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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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4．《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5．《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6．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批准成立批件、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7．其他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上公开披露的基金份额净值、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 

 

以上备查文件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免费查阅。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8 年 7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