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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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1年 10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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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顺长城优选混合 

场内简称  无 

基金主代码  260101 

系列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系列其他子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货币(260102)、景顺长城动力平衡混合(26010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3年 10月 24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386,755,363.77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利用“景顺长城股票数据库”对股票进行精密和系统的分析，

构建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组合，力求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的资本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取“自下而上”结合“自上而下”的投资策略，以成长、价

值及收益为基础，在合适的价位买入具有高成长性的成长型股票、价

值被市场低估的价值型股票以及能提供稳定收益的收益型股票。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 800指数×80%＋中国债券总指数×2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一种具有较高波动性和较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适合风险承受

能力强、追求高投资回报的投资群体。 

基金管理人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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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顺长城优选混合 2021 年第 3季度报告 

第 3 页 共 18 页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392,112,551.61 

2.本期利润  -146,908,708.17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1054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6,065,394,731.93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4.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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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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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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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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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1.46% -3.05%  0.88% 0.98% 0.58% 

过去六个月 21.39% 1.30% 0.87%  0.80% 20.52% 0.50% 

过去一年 27.78% 1.28% 7.82%  0.91% 19.96% 0.37% 

过去三年 137.11% 1.30% 38.64%  1.07% 98.47% 0.23% 

过去五年 152.49% 1.18% 30.46%  0.95% 122.03% 0.23%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1,998.92% 1.45% 234.57%  1.27% 1,764.35%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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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顺长城优选混合 2021 年第 3季度报告 

第 4 页 共 18 页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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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债券投资的比例为

基金资产净值的 20%至 30%。按照本系列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自 2003年 10 月 24日合同

生效日起至 2004 年 1 月 23 日为建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均达到上述投资组合比

例的要求。自 2017年 9月 6 日起，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由“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的加权

复合指数×80%+中国债券总指数×20%”调整为“中证 800指数×80%＋中国债券总指数×20%”。   

3.3 其他指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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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锐文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14年 10月

25 日 
- 11年 

工学硕士、理学硕士。曾任上海常春藤衍

生投资公司分析部高级分析师。2010年

11月加入本公司，担任研究部研究员，

自2014年10月起担任股票投资部基金经

理，现任股票投资部执行总监、基金经理。

具有 11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注：1、对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按基金合同生效日填写，“离任日期”为根据公

司决定的解聘日期（公告前一日）；对此后的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为根据公司决定聘任

后的公告日期，“离任日期”为根据公司决定的解聘日期（公告前一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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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期末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的基金经理同时管理的产品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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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各项实施准则、《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和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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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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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及投资组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基金合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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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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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修订）》，完善相应制度及流程，通过系统和人工等各种方式在各业务环节严格控制交易公平

执行，公平对待旗下管理的所有基金和投资组合。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管理人管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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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共有 4次，为投资组合的投资策略需要而发生的

同日反向交易，按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有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本季度，全球新冠疫情不断反复，资本市场依旧处于大幅波动的状态。受到全球航运阻塞、

流动性泛滥和能耗管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和化工品价格均出现大幅暴涨，进一步

强化了市场的滞涨预期。本季度，行业间表现方差极大，消费白马股和科技制造业相关个股表现

普遍低迷，周期股表现普遍优异，沪深 300、中小板指分别下跌 6.85%、4.98%，而创业板指表现

同样不佳，下跌 6.69%。 

  本季度，由于我们部分重仓股出现较大幅的调整，以及半导体等相关科技股表现也并不尽如

人意，本基金表现欠佳。尽管我们部分重仓股阶段性表现不佳，但是，我们依然充满信心，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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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总在风雨后。不管市场如何变化，我们依然坚持投资具有伟大前景的新兴产业企业，并伴随

他们的成长，而不是趋势增强、寻求市场热点。我们相信未来的胜者一定是不断高强度投入的企

业。尽管这些企业不一定是当前的焦点，但是，我们相信厚积薄发才能换取长期的发展。尽管这

个过程充满艰难与痛苦，我们仍会坚持我们的选择和风格，我们也会不断优化和改进我们的持仓

组合。本基金始终坚持投资于符合产业趋势的真正的成长股，基金仓位处于基金合同规定仓位限

制中的高仓位（75%-78%）。  

  我们在中报中表达了对市场的乐观，只是没预料到三季度的市场机会主要体现在周期股的暴

涨，市场唯一的主线就是涨价。我们之前并不认为碳中和是新一轮的供给侧改革，也判断不大可

能发生一刀切的关停产能。很不幸，我们出现明显的误判：碳中和的确演变成加强版的供给侧改

革，政府通过能耗管控的手段来限制、甚至驱赶低附加值高能耗的产业与企业。在碳中和政策执

行过程中，政府的有形之手无法准确调控市场，出现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实际操作中就演

变成一刀切式限电现象的频发，这对不同类别的制造业产业链均造成了明显的冲击。幸运的是，

我们的政府具有非常强的纠偏能力。近期，国务院及各部委已经陆续出台各种纠偏措施，我们认

为周期品快速上涨已经告一段落了，制造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和限电压力也将大为缓解。 

  不过，纠偏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方式，碳中和的政策目标仍会延续，只是以更

加温和及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未来的发展思路仍是继续限制一次能源的供应，鼓励风光水核等清

洁能源的使用。在能源结构调整完成之前，这个过程中依旧会出现区域性的缺电限电现象。国务

院推动市场化的电价调价机制，意味着低价能源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这势必会倒逼更多企

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改造，将带来一系列的市场机会。 

  诚然，我们的确低估并错过了三季度的“涨价主线”行情，但是，A股往往容易过度演绎和

透支未来，部分周期股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位置。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轰轰烈烈的上涨告一段落，

周期股继续表现强势的概率并不大。过去一个季度，大宗商品价格的大涨导致中游制造业的盈利

能力受损，资源价格和能源价格的暴涨又引发滞涨预期，让很多人担心“第一次石油危机”对市

场的冲击再度重演，也使得制造业与消费行业的股价均出现大幅调整。随着政策层面的纠偏，我

们倾向于在这些行业中寻找错杀的机会，毕竟最糟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们对未来的展望 

  我们对未来半年的看法转向相对谨慎，我们认为全面性的行情可能性很低，更可能是结构性

分化的行情。三季度的行业间表现方差极大，由于部分股价严重透支以及政府的纠偏措施陆续出

台，四季度有可能反着来走。今年年初，市场为更长远的美好愿景付出了极高的溢价，部分公司

的估值透支了未来 5-10年的空间。然而到了三季度，随着国内外的宏观形势越来越错综复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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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画风一转，却再无法容忍这些公司短期的波折和扰动，很多优秀公司都出现了剧烈的戴维斯双

杀。市场又转向过度演绎涨价效应，把很多周期股炒到不可思议的价位。实际上，企业长期稳定

的增长只是理想中的模型，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波折，成长永远不可能是坦途，

但是，这些波折往往是大潮中的浪花。投资是在迷雾中探索的过程，重要是我们寻找到有光的方

向，即使途中有磕绊，我们也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确保到达胜利的

彼岸。 

  四季度难以准确判断方向，但是就更长视角来看，我们认为优质的科技龙头白马股以及以专

精特新为代表的中小市值龙头充满机会。三季度的大市值股票均出现大幅调整，部分严重高估和

长期透支的白马股的下跌可能是一去不复返，但是，普跌的过程一定会存在不少错杀的机会。另

外，中小市值公司经过多年估值消化，已经出现一批估值合理且高成长性的标的，这里面蕴藏着

很多机会。 

  今年以来，受到全球经济恢复、极端气候、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碳中和减排政策等多方面因素

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和能源价格的持续大涨，让很多人都在探讨 70年代的能源危机以及由此引发

的滞涨会不会再度出现？实际上，70年代初的通胀最开始并不是石油危机引发的，引发美股下跌

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下行与战后“婴儿潮”带来的总需求扩张推升的高通胀水平。为遏制通胀持续

攀升，1973年初开始，美联储在 9个月内连续加息 7 次，然后，石油危机才正式爆发。因此，“第

一次石油危机”并不是 1973 年到 1974年美股下跌的主因，只是个放大器。总需求急速扩张带来

的恶性通胀也在 1993-1994 年的中国发生过，这种情况在经济发展初期是正常的。随着经济体量

的增长，增速逐步下移，全球主要经济体再也没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重

要因素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出现以及全球资本过剩，无法抑制的资本投资冲动导致供需紧缺周

期不断缩短。从全球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了主要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总需求

失控的风险几乎不可能再度发生。 

  值得借鉴的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美股出现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中小盘股行情。

“漂亮 50”行情结束之后，股市从 1975年开始回升，市场风格全面切换为成长股的中小股票行

情，这个风格一直持续了到 1983年。 

  由于疫情对各国的生产和消费带来巨大的冲击和破坏，不断损伤各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从

全球范围内来看，仍然看不到通过加息大幅回收流动性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可以预判在流动性

过剩的大背景下，今天的市场似乎就像身处在肥皂水中，更可能出现的是泡沫不断的诞生与湮灭，

市场很难出现大级别的调整，更有可能是轮动式结构行情。 

  流动性持续过剩，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好。从近期各地的房地产土地大面积流拍，以及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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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快速转冷，房地产的灰犀牛已经缓缓到来。当前的楼市调控政策不仅覆盖供给和需求两端，

而且延伸至全链条，其力度和广度都堪称前所未有。房地产市场要不是放量上涨，要不就是缩量

下跌，基本不可能会出现放量平稳的中间状态。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产已经走向下行周期。

下行的地产周期不仅会对上下游行业带来负面影响，同样会对政府的基建投资能力带来巨大的压

力。考虑到地产产业链主要影响传统产业链，资源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支撑基础是相对薄弱的。后

续更可能出现的是相对疲弱的经济以及过剩的流动性并存的局面，市场的聚焦点会更为偏向于科

技与制造。 

  我们看好的方向 

  半导体 

  上个季度，我们在季报中表达看好半导体，但是，实际并不如我们所愿。半导体在本季度表

现比较糟糕，呈现普跌的状态。之前，市场普遍把半导体视为炒景气度的方向，但是，我们依然

需要强调这次半导体的机会不是一次性机会，而是长期的机会。这次半导体不仅仅是缺芯带来的

量价齐升，更重要的意义是中国半导体企业走向高端化的进程在加速。正因为这次前所未有的芯

片危机，让很多中国芯片企业在不同产品和领域出现零的突破，国产全面突围已经是无可争议的

趋势。 

  诚然，半导体涨价是违背摩尔定律的，必须是不可持续的。半导体的涨价主要体现在代理商

环节，而非原厂，尤其是低端产品涨价比较疯狂。然而，中高端产品更多是走直销模式，涨价幅

度也很小，因此，市场容易高估涨价对很多半导体公司的业绩影响，实际上，大部分公司对中长

期客户并没有明显的涨价，业绩的暴增更多是来自于收入规模的暴增。半导体的边际成本很低，

这决定了收入暴增必然带来利润的非线性增长。当然，在这次缺芯危机中，有些中小企业为了赚

短平快的钱，大幅涨价或撕毁过去的合同赚取暴利。这是赚取一次性的钱，反倒是表面估值越便

宜，泡沫越大的情形。真正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肯定会在紧缺与涨价中寻求个平衡点，在客

户认可范围内涨价并实现更多产品的突围。国内半导体公司在很多领域和产品的市场份额还是很

低，具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在这个阶段，不应该简单从周期和景气度的角度看待半导体，更应该

长视角看待自主可控和进口替代的空间。 

  我们半导体的投资依然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产能依然为王，景气度分化，长期看好功率半导体。由于手机、笔记本和电视等消费电

子需求超预期的低迷，影响消费电子类芯片的需求。由于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部分物料供应不

足的事件频发，短板效应同样会制约着其他相关芯片的需求。供给方面，台积电过去的投资主要

集中于先进制程，然而，先进制程更多使用在手机、笔记本等消费电子上，因此，先进制程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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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存储芯片可能会率先出现过剩的状态。但是，半导体的需求非常广泛，不同制程的芯片又难

以切换，因此，更重要是看待细分领域的增长。我们更看好功率半导体的发展，主要是新能源车、

光伏风电、储能等碳中和领域大量使用 IGBT、MOS以及 SiC等功率半导体。过去，功率半导体的

增长相对稳定，主流晶圆厂和 IDM企业的扩张也同样是缓慢的，然而，碳中和领域的突然爆发成

为前所未有的强驱动力。从供给端来看，由于二手 8 寸设备一台难求，更多只能依靠 12寸线的扩

产，然而扩产周期又长达 2.5-3年，还需要特殊工艺支撑，功率半导体的供给释放速度是缓慢的。

供需失衡将持续较长时间，这对中国的 Fab厂和 IDM 企业都是历史性机遇，尤其对于 IDM企业更

是产品走向高端化的关键时刻。除功率半导体之外，TI、英飞凌等海外企业回防汽车芯片，势必

会让出很多领域和空缺，这对国内相关的企业都是历史性机遇。 

  2、 技术壁垒与产品特性是芯片设计公司的选择关键。由于资本的疯狂追逐，这几年诞生了

不少的初创型芯片设计公司。如果芯片的技术壁垒不是足够深厚，竞争格局很快会出现恶化。因

此，芯片设计公司的技术壁垒评估尤其重要。另外，不同芯片设计公司的产品种类不一样，短周

期产品的爆发力更强，但是持续能力较弱。长周期产品的爆发力稍弱，但是持续能力较强。我们

投资中更偏好有高技术壁垒的长周期产品的芯片设计公司。 

  3、 随着 H公司的晶圆厂逐步进入投产阶段，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公司将会面临历史性

的机遇。由于半导体材料具有极高的技术壁垒和广阔的潜在市场空间，与芯片设计公司和半导体

设备公司相比，同样估值的情况下，我们优选投资半导体材料公司。 

  以上分析仅是我们投资半导体的基本逻辑和框架，我们的分享希望投资者了解我们对半导体

投资的一些思考。 

  电动智能汽车 

  电动车是三季度少数表现优秀的成长板块，主要是电动车销量数据不断超市场预期。新能源

的上游锂矿和各种化工材料由于阶段性的供需紧张出现了价格大幅上涨，这对电池企业和整车企

业带来明显的成本压力。电动智能化的大趋势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大家也要清醒认识到电

动车的发展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价格的过度上涨将会带来更多的新进入者，各路资本开始围堵

国内外的锂矿，化工巨头也纷纷宣布进军电动车材料领域。价格上涨催生的严重过热可能会带来

竞争格局的破坏，电动化未来的机会不大可能是全面性的，未来更需考究技术壁垒与竞争格局，

更多机会来自新的技术方向（例如：能量密度提升带来的各种材料需求）。十一期间，电动车充

电问题再度成为焦点。电动车的发展还是离不开充电配套设施的建设，今天暴露的问题将促使政

府更大力度支持充电桩的发展。否则，如果电动车只是局限于市内交通，那么，阶段性的增长瓶

颈会逐渐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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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化是火热的行情，但是，智能化相对而言就比较冷淡，主要原因是今年汽车严重缺芯对

智能化带来较大的冲击。智能化是与汽车整体销量挂钩的，不仅仅与电动车。然而，随着近期 ST

芯片受马来疫情的影响基本消除，芯片短缺问题在逐步缓解，汽车行业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缺芯带来的过度消耗库存以及累积大量待交付订单，会让汽车行业从四季度开始明确起航，汽车

智能化领域的增长将重回高速通道。 

  电动智能化带来的改变并不局限于燃油变成电动，也会从简单的车机变成智能座舱，智能驾

驶更是从无到有，且不断升级。鸿蒙 2的横空出世，完美的多屏协同，同样给未来的车上娱乐带

来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些的改变都会带来零部件的巨大变化：IGBT/SiC的大幅度应用、车的含硅

量大幅度上升、更多酷炫功能的推出（例如：ARHUD、车载投影等）...这些变化将会带给我们很

多不局限于电动化的投资机会。 

  中国的智能电动车产业链在起步阶段就具有全球竞争力，中国智能电动车产业链不仅有完整

的产业链，还有足够大的规模，全球的汽车品牌基本上都在中国寻找供应商。这种产业链优势不

仅仅体现在电动化层面，同样发生在智能化方面。去年推出的大众 ID4的销量惨淡也反衬出国际

车厂的智能化水平是与国内车厂有明显差距的。国际车厂在电动智能化的落后或许比我们预想还

要糟糕，这对国内车厂都是明显的机会。这或许将开启中国汽车品牌正式走向世界之路，过去，

中国的自主品牌的售价一直被压制在 15万及以下，今天，中国车企在智能电动车上正式进入利润

最丰厚的 20-50万的市场，打破过去合资品牌和进口品牌在这个价位段的垄断。我们相信，中国

的车企终将走向主流舞台，我们时刻盯着这里面诞生的投资机会。 

  以“专精特新”为代表的中小市值龙头 

  2017-2020年 A股的“核心资产”抱团行情和美股在 70年代的“漂亮 50”泡沫有一定的共性，

当“核心资产”们动辄享受着上百倍的市盈率时，投资者隐含的期望是他们能够保持持续高增长

速度以消化现有的高估值，然而，企业成长之路并非一路坦途，同时也受制于行业空间，均值回

归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不少具备较强成长性的优质中小板市值龙头却无人问津，估值也从

过去的溢价变成严重折价。 

  今年以来，简单的以大为美的投资不再有效，此前被忽略的中小市值龙头逐步走出底部，市

场风格似乎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在国家政策导向从效率优先逐步切换到兼顾公平的过程中，大企

业可能面临反垄断的压力，不正当竞争手段被限制或禁止。当政策层面更为照顾以“专精特新”

为代表的中小市值龙头的情况下，大企业原本拥有的政策优势却不断被弱化，且，在应对更细分

领域的竞争上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活力。中国具有全球最大且最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集群，过去的

中国企业普遍以规模为导向，大而不强，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中国制造业自身在升级，逐步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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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高端制造，规模不再是首要的目标，今天更需要突破高附加值产品，这就需要一批又一批的

具有全球竞争力品质和技术的 “隐形冠军”。只有诞生越来越多这种类型的公司，才是支撑我

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过程的脊梁。 

  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进程中，凭借我国拥有全球唯一全产业门类的优势以及全球最大最完善

的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以及源源不断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今天完全有能力哺育出越来越多这些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细分行业龙头。 

  我们的投资选择 

  A股常常非黑即白，对于风格往往是过度演绎。今年年初蜂拥抱团大盘股，严重透支很多公

司的长期空间。下半年开始，市场则 180度大转弯，全面抛弃大盘股，转向疯狂炒作以涨价为主

线的周期股，炒到不可思议的状态。今年的疯狂轮动对大规模的基金经理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不少持仓也受到风格的影响和冲击，但是，由于组合相对均衡，整体影响可控。我们的基金

规模与投资风格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做大幅轮动，尽管市场风格对我们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是，我

们还是会坚持自己，从长期眼光看待每一笔投资，通过持续的跟踪动态调整持仓。投资不时就会

面临四面楚歌的状态，我们只能紧盯着行业趋势，准确把握企业的基本面的锚，才能面对惊涛骇

浪而岿然不动。我们深信做有价值的坚持与独立思考才能为持有人获取持续的超额收益。 

  我们之前的季报也长篇大论论证：拥抱代表未来趋势的新兴产业，伴随时代的发展才能确保

投资过程中不被估值反噬，从而赚取利润增长的钱。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三大增长要素：劳动

力、资本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之下，劳动力不可能再成为经济增

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房地产走向下行周期，以及碳中和政策也会约束很多资本密度型的投入，资

本投入也很难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我们的增长唯一的道路几乎就剩下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升。参照在 08年之后的美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日趋乏力，新经济蓬勃发展，催生了

美股开启长达十几年的全面科技股牛市。中华之崛起，不可能离开科技的崛起，A股的未来大概

率也会这样演绎。 

  关于基金的区分 

  我们现在管理的优选、环保优势、创新成长和成长领航等四个基金均定位为全行业基金，主

要采取之前季报所描述的企业生命力评估的方法论策略。它们不仅会投资在企业成长爆发阶段，

也会有大量投资于陪伴企业成长的早中期阶段，市值分布从 30亿至万亿不等，行业分布也较为分

散，体现为多层次均衡式投资。 

  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也定位为全行业基金，但是投资的企业会更偏重于大市值龙头成长股。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基金操作思路上偏向于争取绝对收益，但有较多仓位投资于中小市值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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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与新能源产业均是团队管理的行业型基金，分别聚焦于科技股与新能

源产业。由于聚焦于科技股和新能源产业，这两个基金会体现较高的波动率。我们希望通过产业

切入的方式实现持续的超额收益，并通过更专业的产业投资让投资者分享产业成长的红利。 

  结束语 

  尽管今年充满着挑战，但是，我们信心依旧。我们坚定保持投资的战略定力，也希望持有人

能持续保持对我们的信任。面对百年不遇之变局，我们努力把稳船舵，破浪前行，定当不辜负信

任。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2021年 3季度，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2.07%，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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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7,768,449.04 76.71 

   其中：股票  4,687,768,449.04 76.71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261,718,000.00 20.65 

   其中：债券  1,261,718,000.00 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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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96,088.23 2.16 

8 其他资产  29,360,861.93 0.48 

9 合计  6,110,843,399.2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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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0.5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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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4,045,264,749.93 66.69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 - 

E  建筑业  20,183.39 0.00 

F  批发和零售业  27,599.91 0.00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29,036,857.90 5.42 

H  住宿和餐饮业  3,345.12 0.00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01,496,891.66 4.97 

J  金融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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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94.84 0.00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1,870,350.55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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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5.22 0.00 

S  综合  - - 

   合计  4,687,768,449.04 77.29 

5.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无。 

5.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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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07 欣旺达 9,928,444 371,323,805.60 6.12 

2 600460 士兰微 6,396,418 365,171,503.62 6.02 

3 002841 视源股份 4,412,335 345,322,947.25 5.69 

4 002352 顺丰控股 5,034,994 329,036,857.90 5.42 

5 002049 紫光国微 1,470,773 304,155,856.40 5.01 

6 688169 石头科技 390,786 276,258,346.98 4.55 

7 688116 天奈科技 1,719,665 258,087,323.20 4.26 

8 600745 闻泰科技 2,419,274 225,485,202.84 3.72 

9 688002 睿创微纳 2,112,015 185,223,715.50 3.05 

10 002409 雅克科技 2,266,486 173,068,870.96 2.85 

5.3.2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股票投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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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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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261,718,000.00 20.80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261,718,000.00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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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718,000.00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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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06 21 国开 06 2,000,000 200,120,000.00 3.30 

2 190207 19 国开 07 1,900,000 190,912,000.00 3.15 

3 210304 21 进出 04 1,900,000 189,981,000.00 3.13 

4 200302 20 进出 02 1,900,000 189,677,000.00 3.13 

5 210404 21 农发 04 1,700,000 169,830,000.0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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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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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股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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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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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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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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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家开发银行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银保监罚决字〔2020〕67号)。其因为违规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提供融资等多项违法违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六条和相关审慎经营规则

规定，被处以罚款 4880万元罚款。 

  本基金基金经理依据基金合同及公司投资管理制度，在投资授权范围内，经正常投资决策程

序对国家开发银行债券进行了投资。 

  2、中国进出口银行于 2021年 7月 13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银保监罚决字〔2021〕31号)。其违规投资企业股权、个别高管人员未经核准实际履职、监

管数据漏报错报、违规向地方政府购买服务提供融资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和相关审慎经营规则，被处以 7345.6 万元罚款。 

  本基金基金经理依据基金合同及公司投资管理制度，在投资授权范围内，经正常投资决策程

序对进出口银行进行了投资。 

3、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奈科技”，股票代码：688116）于 2021 年 6

月 18日收到镇江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苏镇)应急罚[2021]6号)，其因发行人成品

库二层有 2 吨硝酸铝未存放在危化品专用仓库，被给予责令改正，并处人民币伍万柒仟伍佰元罚

款。 

本基金基金经理依据基金合同及公司投资管理制度，在投资授权范围内，经正常投资决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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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对天奈科技进行了投资。 

  4、其余七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报告期内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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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141.49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38,339.38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5,481,720.88 

5  应收申购款  13,201,660.18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9,360,8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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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

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1 600745 闻泰科技 12,945,000.00 0.21  大宗交易流通受限 

2 002841 视源股份 9,802,000.00 0.16  大宗交易流通受限 

5.11.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无。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331,333,268.63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415,433,535.76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360,011,4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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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755,3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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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总申购份额含转换入份额，总赎回份额含转换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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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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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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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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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准予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募集注册的文件；  

  2、《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4、《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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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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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存放地点  

以上备查文件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免费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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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