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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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21年10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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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7月01日起至2021年09月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信达澳银周期动力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096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12月30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84,962,774.00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基金资产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力争

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策略主要包括大类资产配置、股票

投资策略、港股通标的股票投资策略、债券投

资策略、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股指期货投

资策略、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资源优选指数收益率×45%+中证先进制

造 100 策略指数收益率×45%＋中证港股通

综合指数×5%+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

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理论上其预期风险与预

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

股票型基金。本基金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的，

需承担港股通机制下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

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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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基金管理人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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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7月01日 - 2021年09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19,437,190.65 

2.本期利润 148,101,480.21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3827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933,985,126.76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5967 

注：1、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

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及赎回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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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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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8% 1.94% -0.79% 1.36% 37.87% 0.58% 

过去六个月 64.35% 1.62% 3.53% 1.17% 60.82% 0.45%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今 
59.67% 1.59% 11.09% 1.32% 48.5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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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20年12月30日生效，2021年3月10日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60%-95%，其中港股通标的

股票占股票资产的比例不超过50%，投资于本基金所定义的周期动力主题相关证券的比

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

证金后，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其

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本基金按规定在合同生效后六

个月内达到上述规定的投资比例。 

3、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2020年12月30日至报告期末未满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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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

富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信达

澳银产业升级混合基金、

信达澳银健康中国混合基

2020-

12-30 
- 

22

年 

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硕

士。1994年至2005年历任

深圳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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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信达澳银消费优选混

合基金、信达澳银中小盘

混合基金、信达澳银医药

健康混合基金、信达澳银

新能源精选混合基金、信

达澳银成长精选混合基金

的基金经理，权益投资总

部副总监 

计部经理，大鹏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业务

董事、内部审核委员会委

员，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资本市场事业部业务总

监、内部审核委员会委员，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研究分析部分析

员。2006年9月加入信达澳

银基金，历任高级分析师、

投资副总监、投资研究部

下股票投资部总经理、研

究副总监、研究总监、公

募投资总部副总监、权益

投资总部副总监，信达澳

银精华配置混合基金基金

经理（2008年7月30日至2

011年12月16日）、信达澳

银红利回报混合基金基金

经理（2010年7月28日至2

011年12月16日）、信达澳

银中小盘混合基金基金经

理（2009年12月1日至201

4年2月22日）、信达澳银

产业升级混合基金基金经

理（2015年2月14日起至

今）、信达澳银健康中国

混合基金基金经理（2017

年8月18日起至今）、信达

澳银消费优选混合基金基

金经理（2018年3月8日起

至今）、信达澳银中小盘

混合基金基金经理（2019

年4月26日起至今）、信达

澳银周期动力混合基金基

金经理（2020年12月30日

起至今）、信达澳银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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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混合基金基金经理（2

021年4月9日起至今）、信

达澳银新能源精选混合基

金基金经理（2021年5月2

5日起至今）、信达澳银成

长精选混合基金基金经理

（2021年9月10日起至

今）。 

李淑

彦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信达

澳银匠心臻选基金的基金

经理，权益投资总部副总

监兼研究咨询部负责人 

2020-

12-30 
- 

9

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

融学硕士。2012年-2015

年，先后在博时基金、永

赢基金任研究员。2015年5

月加入信达澳银基金，历

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权益投资总部副总监

兼研究咨询部负责人，信

达澳银匠心臻选两年持有

期混合基金基金经理（20

20年10月30日起至今）、

信达澳银周期动力混合基

金基金经理（2020年12月3

0日起至今）。 

注：1、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离任日期为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任职或离任日期。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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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

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同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安全高效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没有发生损害基金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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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建立了投资决策及交易内控制度，确保在投资管理活动中公平对

待不同投资组合，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严谨的公平交易机制，确保

不同基金在买卖同一证券时，按照比例分配的原则在各基金间公平分配交易量。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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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所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的整体收益率差异、分投资类别（股票、债券）的

收益率差异进行了分析；利用数据统计和重点审查价差原因相结合的方法，对连续四个

季度内、不同时间窗口（日内、3日内、5日内）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同向交易价差

进行了分析；对部分债券一级市场申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等以公司名义进行的交易

进行了审核和监控，未发现公司所管理的投资组合存在违反公平交易原则的情形。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异常交易的情况。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所有投资组合参与

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未出现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

的5%的情况。投资组合经理因投资组合的投资策略而发生同日反向交易，未导致不公平

交易和利益输送。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日益增大，包括来自当下地产和未来出口的下行压力，以及限

电和能耗双控的紧缩效应。 

由于部分大涨的周期股，在估值和预期上透支较多，我们在8月中-9月中逐步减仓，

转而加仓逆周期/偏成长/偏消费的周期股，比如地产/火电/轮胎/培育钻石/光学膜/军

工等。这带来的负面效果是，所管理的产品净值在9月上半月的进攻性降低，好处是9月

下半月开始的市场回调中，稳健性明显提高，应该说，这次调仓，好坏参半。 

整体而言，我们依然认为A股慢牛的底层逻辑和格局没有改变，可以找到的投资机

会依然很多，我们将继续积极乐观的自下而上“翻石头”找机会，加强调研/访谈交流/

研究挖掘的强度，努力为投资人创造价值，尽力做到不负所托。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5967元，份额累计净值为1.5967元，本报告期

内，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37.08%，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79%。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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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19,648.37 84.32 

 
其中：股票 861,019,648.37 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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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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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73,800.58 11.99 

8 其他资产 37,667,769.30 3.69 

9 合计 1,021,161,218.2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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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22,308,590.52 2.39 

B 采矿业 77,413,095.27 8.29 

C 制造业 611,246,805.38 65.45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17,273,242.12 1.85 

E 建筑业 10,703,174.17 1.15 

F 批发和零售业 38,543.71 0.00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40,233.44 0.00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21,100,288.37 2.26 

J 金融业 19,418,022.00 2.08 

K 房地产业 54,437,968.49 5.83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674,000.00 1.25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886,487.04 0.84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106,072.6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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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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9,200.00 0.79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925.22 0.00 

S 综合 - - 

 
合计 861,019,648.37 92.19 

 

5.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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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058 赛轮轮胎 10,243,279 
117,387,977.3

4 
12.57 

2 600172 黄河旋风 6,521,640 56,216,536.80 6.02 

3 601208 东材科技 3,221,510 51,318,654.30 5.49 

4 600256 广汇能源 5,836,091 50,657,269.88 5.42 

5 600048 保利发展 2,228,675 31,268,310.25 3.35 

6 605117 德业股份 117,380 26,387,024.00 2.83 

7 600166 福田汽车 6,933,931 26,279,598.49 2.81 

8 000968 蓝焰控股 1,904,519 22,606,640.53 2.42 

9 002714 牧原股份 429,600 22,296,240.00 2.39 

10 300631 久吾高科 485,673 18,892,679.70 2.02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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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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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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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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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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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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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5.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注：本基金未参与投资股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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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基金未参与投资国债期货。 

 

5.10.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注：本基金未参与投资国债期货。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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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5.11.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投资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的情形 

无。 

 

5.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272,333.37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27,700,424.47 

3 应收股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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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收利息 11,614.57 

5 应收申购款 9,683,396.89 

6 其他应收款 - 

7 其他 - 

8 合计 37,667,769.30 

 

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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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5.11.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314,249,252.01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569,763,752.60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299,050,2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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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962,7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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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基金管理人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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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基金管理人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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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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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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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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募集的文件； 

  2、《信达澳银周期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信达澳银周期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法律意见书；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本报告期内公开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及其他临时公告。 

 

9.2 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和/或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到基金管理人和/或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营业场所及网站免费查阅备

查文件。在支付工本费后，投资者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备查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