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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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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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8年 4月 1日起至 6月 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华宝油气

场内简称 华宝油气

基金主代码 162411

交易代码 162411

基金运作方式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LOF）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年 9月 29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979,314,209.61份

投资目标

通过严格的指数化投资策略，实现基金投资组合

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力争控制净值增长率与

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

超过 0.5%，年化跟踪误差不超过 5%（以美元资产

计价）。

投资策略

本基金原则上采取完全复制策略，即按照标的指

数的成份股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

调整。但在因特殊情况（如股票停牌、流动性不

足）导致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股票时，基金管理

人将使用其他合理方法进行适当的替代，追求尽

可能贴近目标指数的表现。本基金还可能将一定

比例的基金资产投资于与标的指数相关的公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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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上市交易型基金，以优化投资组合的建立，

达到节约交易成本和有效追踪标的指数表现的目

的。

业绩比较基准 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全收益指数）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一只美国股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风

险与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基金以及货

币市场基金，属于预期风险较高的产品。

基金管理人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境外投资顾问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Corporation境外资产托管人

中文名称：纽约梅隆银行

注：

1.本基金另设美元份额，基金代码 001481，与人民币份额并表披露。

2.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基金人民币份额净值 0.703元，人民币总份额 2,963,731,573.28份；本

基金美元份额净值 0.1062美元，美元总份额 15,582,636.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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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4月 1日 － 2018年

6月 30日 ）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49,524,561.30 

2.本期利润 560,345,377.02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1561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094,680,656.54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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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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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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9% 1.71% 28.84% 1.80% -1.25%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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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自基金成立日期的 6个月内达到规定的资产组合,截至 2012年 3月

29日,本基金已达到合同规定的资产配置比例。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姓名 职务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周晶

国际业务

部总经理、

本基金基

金经理、

美国消费、

华宝标普

香港上市

2014年

9月 18日
- 12年

博士。先后在美国德州奥

斯丁市德亚资本、泛太平

洋证券（美国）和汇丰证

券（美国）从事数量分析、

另类投资分析和证券投资

研究工作。2005年至

2007年在华宝基金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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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小

盘指数

（LOF）、

华宝港股

通恒生中

国（香港

上市）

25指数

（场内简

称“香港

大盘”）、

华宝港股

通恒生香

港 35指

数（场内

简称“香

港本地”

）基金经

理

限公司任内控审计风险管

理部主管，2011年再次加

入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任策略部总经理兼首席策

略分析师，现任国际业务

部总经理。2013年 6月至

2015年 11月任华宝成熟

市场动量优选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2014年 9月

起兼任华宝标普石油天然

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基金经理，

2015年 9月至 2017年

8月任华宝中国互联网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2016年 3月任华宝标

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LOF）基

金经理。2016年 6月兼任

华宝标普香港上市中国中

小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经理，

2017年 4月任华宝港股通

恒生中国（香港上市）

25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经理，

2018年 3月兼任华宝港股

通恒生香港 35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LOF)基金经理。

目前兼任华宝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注：1、任职日期以及离任日期均以基金公告为准。

2、证券从业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及其各项实施细则、《华宝标普石

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管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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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为

基金份额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没有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通过严格执行投资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公司股票库管理制度、中

央交易室制度、防火墙机制、系统中的公平交易程序、每日交易日结报告、定期基金投资绩效评

价等机制，确保所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

资管理活动和环节得到公平对待。同时，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公平交易的相关规定

和公司内部制度要求，分析了本公司旗下所有投资组合之间的整体收益率差异、分投资类别（股

票、债券）的收益率差异以及连续四个季度期间内、不同时间窗下同向交易的交易价差；分析结

果未发现异常情况。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发生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

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现异常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本基金采用全复制方法跟踪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在报告期内按照这一原则比较好

的实现了基金跟踪指数表现的目的。以下为对影响标的指数表现的市场因素分析。

18年二季度全球油价大幅度上行。截止报告期，WTI油价收至 74.29美元一桶，相对一季度

末上涨 14.45%。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原油的供需状况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原油供给开始

出现缺口。首先需求方面，全球经济维持缓慢复苏状况，导致对原油需求在持续增加。而在供给

方，美国原油库存持续下降表明美国原油产量短期可能见顶；而欧佩克国家今年以来减产协议履

约率高达 130%以上。供给今年以来的明显缩窄导致了供需缺口开始出现，推动了油价的稳步上

涨。而五月之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准备对伊朗和委内瑞拉这两个产油国进行全面

制裁。虽然欧佩克国家和俄罗斯在六月底达成将减产协议履约率降低至 100%从而增加供给，但

市场预期这样并不能弥补两大产油国遭制裁带来的供给下降。因此后续原油供给缺口可能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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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这导致了油价六月下旬后继续推高。油价的上涨使得跟踪石油上游股票的基金标的指数走

强。整个二季度，本基金跟踪的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上涨幅度高于国际油价上涨。主要

原因在于一季度美股整体能源板块表现低迷，而四月份发布的美股一季报显示能源板块整体利润

增长迅速，从而带动整个板块二季度有补涨需求。二季度标普油气指数年化波动率为 28.6%，超

过标 500指数日均波幅 12.5%的水平。

日常操作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方面，2018年二季度人民币汇率呈现贬值走势。二季度人行

中间价从 6.2881贬值至 6.6166，相对于美金升值 5.22%。同期，人民币交易价也相对于美金贬

值 5.60%左右。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报告期内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27.59%，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28.84%，基金表现落后比较基准 1.2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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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二百人或基金资产净值低

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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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2,001,090,381.82 92.56

其中：普通股 2,001,090,381.82 92.56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 -

      房地产信托凭证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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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返售金融资产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

合计
155,788,236.16 7.21

8 其他资产 5,069,454.08 0.23

9 合计 2,161,948,072.06 100.00

  

5.2 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美国 2,001,090,381.82 95.53

合计 2,001,090,381.82 95.53

  

5.3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5.3.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能源 2,001,090,381.82 95.53

合计 2,001,090,381.82 95.53

 

5.3.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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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存托凭证投资明

细

5.4.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

托凭证投资明细

序

号

公司名称 

(英文)

公司名称(中

文)

证券

代码

所在

证券

市场

所属

国家

(地

区)

数量（股） 公允价值（人

民币元）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

1
GULFPORT 

ENERGY CORP

Gulfport 

Energy 公司

GPOR 

US

纳斯

达克
美国 505,286 42,024,971.12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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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IMAREX 

ENERGY CO

Cimarex 能

源公司

XEC 

US
纽约 美国 60,748 40,893,906.36 1.95

3
MURPHY OIL 

CORP

墨菲石油公

司

MTDR 

US
纽约 美国 200,208 39,807,122.40 1.90

4
DIAMONDBACK 

ENERGY INC

Diamondback

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FANG 

US

纳斯

达克
美国 45,625 39,718,664.08 1.90

5
ENERGEN 

CORP

Energen公

司

EGN 

US
纽约 美国 82,178 39,595,070.69 1.89

6

CALIFORNIA 

RESOURCES 

CORP

加利福尼亚

资源公司

CRC 

US
纽约 美国 128,794 38,722,985.61 1.85

7

PARSLEY 

ENERGY INC-

CLASS A

Parsley能

源股份有限

公司

PE US 纽约 美国 191,154 38,297,827.77 1.83

8 APACHE CORP 阿帕契公司
APA 

US
纽约 美国 123,092 38,075,562.15 1.82

9
CHESAPEAKE 

ENERGY CORP

切萨皮克能

源公司

CHK 

US
纽约 美国 1,080,954 37,477,738.84 1.79

10

ANTERO 

RESOURCES 

CORP

Antero资源

公司
AR US 纽约 美国 265,005 37,435,774.97 1.79

 

5.4.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及存

托凭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

5.5 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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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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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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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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品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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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5.10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基金管理人没有发现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报告期内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也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无证券投资决策程序需特别说明。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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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369,526.72

4 应收利息 9,984.81

5 应收申购款 4,689,942.55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5,069,454.08

 

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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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5.10.5.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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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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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4,341,933,616.98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307,263,962.65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669,883,3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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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9,314,209.61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 影响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2018年 4月 11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李慧勇为公司副总经理。该事项经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并在指定媒体上披露。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设立的文件；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 

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基金管理人报告期内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种公告；    

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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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存放地点

以上文件存于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办公场所备投资者查阅。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或下载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托管协议及基金的各

种定期和临时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