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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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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0 年 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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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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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9 年 10月 1日起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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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富国蓝筹精选股票（QDII） 

基金主代码 007455 

交易代码 00745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 年 08月 02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单位：份） 147,652,344.43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以 MSCI 中国指数为

代表的中国相关蓝筹股，通过精选个股

和严格风险控制，力求为基金份额持有

人获取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于全球市场，包括境内和境

外市场。通过宏观策略研究，对股票、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的预期收益进行

动态跟踪，从而决定全球资产配置比

例，在保持总体风险水平相对稳定的基

础上，追求投资组合的稳健增值。此外，

本基金将持续的进行资产配置风险监

控，适时的做出相应的调整。 

业绩比较基准 
MSCI 中国指数收益率*90%+人民币活

期存款利率(税后)*1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其预期风险与预

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

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可投资于境外

证券，除了需要承担与境内证券投资基

金类似的市场波动风险等一般投资风

险之外，本基金还面临汇率风险等境外

证券市场投资所面临的特别投资风险。 

本基金可通过港股通机制投资港股通

标的股票，需承担港股通机制下因交易

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投资顾问 

英文名称： 

- 

中文名称： 

- 

境外资产托管人 

英文名称：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中文名称： 



 3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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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01日-2019

年 12月 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9,425,779.59 

2.本期利润 18,417,761.47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1139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73,614,943.46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1758 

 

注：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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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开放式

基金的申购赎回费、基金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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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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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 0.93% 13.12% 0.76% -2.52% 0.17% 

注：过去三个月指 2019 年 10月 1日－2019 年 12月 31日。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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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止日期为 2019年 12月 31日。 

2、本基金于 2019年 8月 2日成立，自合同生效日起至本报告期末不足一年。本

基金建仓期 6个月，从 2019年 8月 2日起至 2020年 2月 1日，本期末建仓期还

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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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君 
本基金基

金经理 
2019-08-20 － 8 

硕士，自 2011 年 8月起历

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基

金经理助理；自 2016 年 8

月至 2018年 8月任海外权

益投资部 QDII 投资经理；

自 2018年 9月起任富国沪

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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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起任富国蓝筹精选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QDII）基金经理，兼任

海外权益投资部海外权益

投资总监助理。具有基金

从业资格。 

张峰 
本基金基

金经理 
2019-08-02 － 18 

硕士，曾任摩根史丹利研

究部助理，里昂证券股票

分析员，摩根大通执行董

事，美林证券高级董事；

自 2009年 7月至 2011年 4

月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周期性行业研究负责

人，2011 年 4 月至 2012

年 12月任富国全球债券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1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任富国全球科技互联网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QDII）（原富国全球顶级

消费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自 2012年

9 月起任富国中国中小盘

（香港上市）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7

月任富国沪港深价值精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8年

5 月起任富国港股通量化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富国沪港

深业绩驱动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2019 年

3 月起任富国恒生中国企

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9

年 5 月起任富国民裕进取

沪港深成长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9 年 6 月起任富国全球

科技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QDII）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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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起任富国蓝筹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基金经理；兼任

海外权益投资部总经理。

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注：1、上述任职日期为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离任日期为根据公司确

定的解聘日期；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证券从业的涵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境外投资顾问为本基金提供投资建议的主要成员简介 

4.3 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富国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的管理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富国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以及其

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以尽可能减少和分散投资风险、力保基金资产的安全并谋求基金资产长期稳定收

益为目标，基金投资组合符合有关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4.4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相关法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内部的《公平交易

管理办法》，对证券的一级市场申购、二级市场交易相关的研究分析、投资决策、

授权、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环节，实行事前控制、事中监控、事后评

估及反馈的流程化管理。在制度、操作层面确保各组合享有同等信息知情权、均

等交易机会，并保持各组合的独立投资决策权。 

事前控制主要包括：1、一级市场，通过标准化的办公流程，对关联方审核、

价格公允性判断及证券公平分配等相关环节进行控制；2、二级市场，通过交易

系统的投资备选库、交易对手库及授权管理，对投资标的、交易对手和操作权限

进行自动化控制。 

事中监控主要包括组合间相同投资标的的交易方向、市场冲击的控制，银行

间市场交易价格的公允性评估等。1、将主动投资组合的同日反向交易列为限制

行为，非经特别控制流程审核同意，不得进行；对于同日同向交易，通过交易系

统对组合间的交易公平性进行自动化处理。2、同一基金经理管理的不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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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一投资标的采用相同投资策略的，必须通过交易系统采取同时、同价下达投

资指令，确保公平对待其所管理的组合。 

事后评估及反馈主要包括组合间同一投资标的的临近交易日的同向交易和

反向交易的合理性分析评估，以及不同时间窗口下（1 日、3 日、5 日）的季度

公平性交易分析评估等。1、通过公平性交易的事后分析评估系统，对涉及公平

性交易的投资行为进行分析评估，分析对象涵盖公募、年金、社保及专户产品，

并重点分析同类组合（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间、不同产品间以及同一基金

经理管理不同组合间的交易行为，若发现异常交易行为，风险管理部视情况要求

相关当事人做出合理性解释，并按法规要求上报辖区监管机构。2、季度公平性

交易分析报告按规定经基金经理或投资经理签字，并经督察长、总经理审阅签字

后，归档保存，以备后查。 

本报告期内公司旗下基金严格遵守公司的相关公平交易制度，未出现违反公

平交易制度的情况。 

4.4.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异常交易行为。公司旗下管理的各投资组合在交易所公开

竞价同日反向交易的控制方面，报告期内本组合与其他投资组合之间未出现成交

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 5%的情况。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四季度依然坚持持有优质成长股，适当降低了前期涨幅大的医疗板块，少量

增加了地产板块的配置。 

4.6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10.60%，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13.12% 

4.7 报告期内管理人对本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情形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需要说明的相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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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 

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162,665,373.00 88.37 

 其中：普通股 133,384,404.18 72.47 

 存托凭证 29,280,968.82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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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6,909.47 10.68 

8 其他资产 1,743,676.52 0.95 

9 合计 184,065,958.9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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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中国香港 91,300,618.31 52.59 

中国大陆 42,083,785.87 24.24 

美国 29,280,968.82 16.87 

合计 162,665,373.00 93.69 

5.3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元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48,055,908.58 27.68 

医疗保健 38,814,054.82 22.36 

信息技术 25,417,981.05 14.64 

房地产 24,123,848.08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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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11,491,927.57 6.62 

日常消费品 8,810,239.66 5.07 

金融 5,919,409.08 3.41 

公用事业 32,004.16 0.02 

合计 162,665,373.00 93.69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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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存托凭

证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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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1 

ALIBABA 

GROUP 

HOLDING-S

P ADR 

阿里巴巴 BABA 
美国证券

交易所 
美国 9800 14,500,589.80 8.35 

2 

NEW 

ORIENTAL 

EDUCATIO-

SP ADR 

新东方 EDU 
美国证券

交易所 
美国 10525 8,902,721.23 5.13 

3 

CHINA 

OVERSEAS 

PROPERTY 

HOLD 

中海物业 2669 
香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香港 

19150

00 
8,405,551.63 4.84 

4 

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 

药明生物 2269 
香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香港 94000 8,306,657.52 4.78 

5 
MEITUAN 

DIANPING 
美团点评 3690 

香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香港 90000 8,215,198.38 4.73 

6 

EVER 

SUNSHINE 

LIFESTYLE 

SERV 

哈尔滨电气 1995 
香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香港 

16000

00 
7,567,549.44 4.36 

7 

SHANGHAI 

FUDAN 

MICROELEC

T-H 

上海复旦 1385 
香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香港 

11000

00 
7,074,870.44 4.08 

8 

FTONTAGE 

HOLDINGS 

CORP 

方达控股 1521 
香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香港 

14280

00 
5,653,948.37 3.26 

9 
KWEICHOW 

MOUTAI 
贵州茅台 600519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中国大陆 4600 5,441,800.00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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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TD 

10 

PHARMARON 

BEIJING 

CO LTD-H 

康龙化成 3759 
香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香港 

13400

0 
5,221,501.62 3.01 

5.5 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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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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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

资明细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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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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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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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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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2 申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

的股票。 

5.10.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63,945.81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204,722.48 

3 应收股利 29,4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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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收利息 2,607.12 

5 应收申购款 442,989.23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743,676.52 

5.10.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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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未持有流通受限的股票。 

5.10.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净值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

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247,685,826.01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80,125,262.73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80,158,7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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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652,344.43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注：本报告期本基金的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申赎及买卖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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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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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

类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

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

比例达到或者

超过 20%的时

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

比 

机构 1 
2019-11-14至

2019-12-31 
- 

34,925

,133.5

8 

- 
34,925,133

.58 
23.57% 

产品特有风险 

本基金于本报告期内出现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者超过 20%的情形，本基

金管理人已经采取措施，审慎确认大额申购与大额赎回，防控产品流动性风险并公平对

待投资者。本基金管理人提请投资者注意因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集中导致的产品流

动性风险、大额赎回风险以及净值波动风险等特有风险。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富国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的文件 

2、富国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  

3、富国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托管协议  

4、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文件  

5、富国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财务报表及报表附注  

6、报告期内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9.2 存放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 27-30层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免长途话费）公司网址：

http://www.fullgo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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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01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