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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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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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月 1日起至 3月 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691 

交易代码 00169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055,610,442.75 份 

投资目标 
在适度控制风险并保持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实现基金资

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用稳健的资产配置和积极的股票投资策略。在资

产配置中，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对宏观经济中结

构性、政策性、周期性以及突发性事件进行研判，挖掘未来经

济的发展趋势及背后的驱动因素，预测可能对资本市场产生的

重大影响，确定投资组合的投资范围和比例。在股票投资中，

采用“自上而下”的行业配置策略和“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

策略，精选出具有持续竞争优势，且估值有吸引力的股票，精

心科学构建股票投资组合，并辅以严格的投资组合风险控制，

以获取超额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经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恒生指数收益率×95%＋人民币同期活期

存款利率×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低于股

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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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资产托管人 
英文名称：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中文名称：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注：本基金在交易所行情系统净值揭示等其他信息披露场合下，可简称为“南方香港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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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3 月 31 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450,256,570.30 

2.本期利润 -350,824,991.11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3251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453,335,962.66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377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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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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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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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额净值

增长率① 

份额净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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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 2.58% -6.35% 2.21% -12.41% 0.37% 

过去六个月 -29.60% 2.06% -12.18% 1.68% -17.42% 0.38% 

过去一年 -44.39% 1.95% -24.40% 1.43% -19.99% 0.52% 

过去三年 37.98% 1.70% -26.93% 1.31% 64.91% 0.39% 

过去五年 49.35% 1.61% -15.43% 1.20% 64.78% 0.41%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37.70% 1.79% 4.76% 1.18% 32.94%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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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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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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聪 

本基金

基金经

理 

2020 年 5

月 15 日 
- 5 年 

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国际经济与金融学硕

士，注册金融分析师（CFA），具有基

金从业资格。2016 年 7 月加入南方基

金，任国际业务部研究员。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任南方

全球基金经理助理；2019 年 4 月 10 日

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任南方香港成长

基金经理助理；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今，任南方香港成长基金经理；2021 年

8 月 10 日至今，任南方中国新兴经济 9

个月持有期混合（QDII）基金经理。 

熊潇雅 

本基金

基金经

理 

2021 年 9

月 29 日 
- 6 年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金融

学硕士，具有基金从业资格。2015 年 7

月加入南方基金，历任国际业务部销售

经理、研究员。2020 年 6 月 2 日至

2021 年 9 月 29 日，任投资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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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9 日至今，任南方香港成

长基金经理；2022 年 3 月 4 日至今，任

南方香港优选基金经理。 

注：1、本基金首任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本基金合同生效日，后任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以

及历任基金经理的离任日期为公司相关会议作出决定的公告（生效）日期； 

2、证券从业年限计算标准遵从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证券基金从业人员范围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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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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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无境外投资顾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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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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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本报告期内，本基金运

作整体合法合规，没有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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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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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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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于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异常交易行为。本报告期内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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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交易次数为 2 次，是由于投资组合的投资策略需要以及接受投资者申赎后被动增减仓位

所致。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5.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1. 市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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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一季度海外中资股票市场处于下行状态，主要指数方面，人民币计价的恒生

综合指数下跌 6.7%，但是市场风格延续，受宏观经济下行、美国加息周期开启、疫情反复、

原材料价格上涨、中概股退市风波等多重影响，新经济行业在年内普遍跌幅较大，其中必

选消费、可选消费、医药、科技指数分别下跌 13.4%、21.1%、23.7%、16.7%；代表性更大

的 MSCI 中国指数，人民币计价下跌 14.9%，其中必选消费、可选消费、医药、信心技术指

数分别下跌 17.3%、17.2%、17.9%、23.6%，叠加 2021 年的下跌，人民币计价 MSCI 中国指

数、及其必选消费、可选消费、医药、信心技术行业指数分别下跌 35.5%、32.6%、49.8%、

38.7%、43.4%。 

2. 2022年第一季度市场回顾及后市展望 

2022 年第一季度基本延续 2021 年下半年的趋势，并且出现更多负面变量。2021 年下

半年开始，消费、互联网、医药行业的基本面接连受到实质性冲击，国内地产行业下滑、

疫情不断反复冲击线下实体消费，进而影响互联网的主要行业--广告和电商，另外，全球

海运供需失衡导致出口受阻，全球缺芯严重导致下游手机、汽车出货量受到抑制，这都使

得消费行业及消费互联网行业的基本面受到实质影响，市场从初期的“杀估值”转向“杀

业绩”，部分行业开始“杀逻辑”。 

2022 年第一季度受俄乌战争影响，原材料价格在本已高位的情况下持续上涨、奥密克

戎病毒的高传播性造成多地大面积管控影响线下经济、PCAOB 将多家中概股纳入退市名单

引起市场情绪恐慌，这些新因素叠加宏观经济和房地产行业放缓，使得消费、互联网、医

药行业的基本面进一步受到冲击，属于二次“杀业绩”和“杀估值”的状态。 

在今年初，我们基于当时的基本面趋势给予全年港股和海外中资股票市场“谨慎乐观”

的建议，其中上半年更谨慎、下半年更乐观。时至今日，基于最新的基本面变量和估值情

况，我们基本维持年初的判断，但相比年初“更加乐观”，并认为未来几个季度，上述对

基本面的抑制因素中大部分将出现实质缓解，可以在基本面反转的左侧做适度超前配置。 

对于以上几点抑制因素，我们的观点大致如下：1）地产及宏观经济周期已经处于底部

位置，财政、货币、产业政策显著发力，预计在未来几个季度稳定向好；2）中概股监管问

题出现根本性转机，年内解决概率显著增大。3）互联网及各行业层面监管进入尾声，应该

按照“新常态”进行思考和估值，但再出现抑制性政策已经不符合宏观政策方向。4）疫情

反复还将持续，目前的疫苗接种水平、国内临床资源状况，使得动态清零政策短时间不会

改变，Q4我们可能会对下一步的管控探索有更好的能见度。5）虽然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趋势

大概率会延续，但今年的边际影响已经减弱，预计 23年会有更大的机会。 

对于消费行业，短期看，我们更加喜欢受益于宏观经济反转、政策刺激、下沉市场或

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商业模式，长期看，我们更加注重三方面的机会，第一是持续受益于人

均消费水平提升、长坡厚雪赛道的头部公司。第二是产业互联网在新兴消费公司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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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导致端到端的反馈速度加快，更好捕捉消费者快速变化的需求。第三是具备文化精神

属性的消费品牌或者具备新技术的龙头公司，他们在海外疫情开放后将进行积极出海。 

医药行业方面，长期看我们重视 2 类机会：1）全球创新、出海卖药是必然趋势，并且

中国企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的出海潜力，在 20-21年，一共有超过 10 款药品以

超过 10 亿美金的授权费用授予国外药企进行销售，虽然个别药品出海受阻，但是 2022 年

仍有多款中国创新药大概率在美股获批，因此，我们认为优质国内创新药企出海的大逻辑

没有变化，我们将发挥自身选股优势，主要聚焦在那些在新兴疗法的赛道中处于全球前三

位的公司进行深度跟踪，并结合美国市场利率环境、医药的底层产品周期进行行业配置。

2）国内各细分赛道的头部公司机会，包括医疗服务、器械、中药及创新药，虽然国内的医

保政策和经济基础不支持给予药企很大幅度的超额利润，但是我们同样认同，国内医药市

场规模巨大且在持续增长，这里面仍然存在大量结构性机会和市场空间，尤其是目前估值

合理的状态下，更有利于我们把握这类公司的机会。 

科技行业，我们认为主要影响因子包括下游行业应用场景切换和爆发、中国半导体产

业国产替代，这两个基本面因子目前看仍处于加速兑现期。场景方面，电动车销售量持续

超预期，2022第一季度的国内电动车渗透率持续维持 20%+，全球 VR 出货量在 2021年接近

1000 万，云业务全球巨头增速仍保持高速增长。国产替代方面，我们看到下游公司更主动

寻找上游厂商进行合作研发，国内产品市占率明显提升，并且，绝大部分子领域国产替代

刚刚开始，仍有巨大空间。虽然行业估值目前较高，但是长期确定性较强，我们在 2022 年

将主要聚焦在下游场景加速运用下的上游机会，以及处于持续升级、有技术壁垒赛道的国

产替代机会。 

互联网行业，我们认为当然仍有部分子行业处于成长中期、行业格局稳定、且公司具

备较强的核心竞争力、估值合理，我们将聚焦在这些中长期更具成长属性的公司进行选择

性投资。 

在行业研究以外，基金在近期回顾了 2021 年及 2022 年第一季度的主要投资操作，包

括在行业加速轮动、政策扰动、地缘政治、突发事件、地产周期、加息周期、成本周期等

因素下的判断，进行了充分的总结和反思。在 2022 年，我们将在 4个方面加强研究工作：

1）对地产、加息对后周期各行业的影响进行深入学习及提前预判。2）加强跨行业联动研究，

对影响各行业的主要因子进行深入研究和集中学习。3）新兴行业是跟随国家政策、底层技

术基本及产业趋势不断变迁的，我们将加速对产业变迁中新出现的行业领域进行学习，力

争在第一波初步爆发期，和第二波实际落地期都抓住机会。4）在拓展行业能力圈的同时，

加强市场能力圈的认知，抓住能分析的投资机会，及时规避处于能力圈以外、无法分析、

且对股价有重大影响的困难判断。 

3. 基金愿景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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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愿景是通过对接卓越的新经济行业上市公司，让普通投资者可以分享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的红利。在过去二十年，国内经济飞速发展，居民财富快速增长，在消费、医

药、互联网、科技等新经济行业，一批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实现快速增长，带动了房地产

行业和私募基金行业的飞速发展，但这两项主流资产配置选项都需要一定的门槛，本基金

致力于通过深度研究，尽力发掘一批在未来 3-5 年有长期发展潜力、且具有性价比的优秀

上市公司，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一个平等的资产配置机会，共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优秀企

业快速成长的红利，促进资产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和社会稳定发展。投资不光是基金经理一

个人的事情，更是投研团队的整体输出，倡导投研语言一致、充分共享、共同进步的投研

文化是实现上述愿景的基础保障。 

“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一直是困扰整个基金行业的难题，本基金希望不简单以业

绩和规模作为目标，而是以基金持有人的收益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为此，本基金在过往报

告期内，在三个方面加强了工作： 

1）坚持倡导长期投资理念，鼓励持有者以年为单位投资于本基金。某著名投资人说过

“如果你不想在退市时候继续持有一只股票，那么在第一天就不要买入”，投资基金亦是

同理，应深入研究基金策略和风格，选择适合自己目标收益风险曲线和自己投资风格的基

金产品，以 2-3 年甚至更长时间作为持有期限。同样，我们也会主要以未来 3-5 年的投资

回报率来择股。 

2）保持基金风格稳定，按照合同约定，将 80%以上仓位投资于香港市场的成长股票中。

本基金专注新经济行业配置和自下而上研究，不追求通过仓位调整赚取超额收益，将资产

配置权交还给投资者。本基金把宏观策略作为自下而上判断的辅助手段，在行业判断的基

础上，充分运用自身擅长的公司研究和基本面分析，自下而上进行选股，力争获取超额收

益，本基金始终确保将主要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有复利效应的研究上。 

我们认为，港股资产的配置初衷即不应是抄底港股低估值、也不是拥抱全球市场龙头。

香港市场是“投资中国”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配置中国新经济公司的重要选项。第

一，港股和美股是新经济企业上市的重要阵地。据统计，截止目前，现存上市公司中，大

约三分之一市值的中国企业在港股和美股上市，2020-2021 年大约二分之一的新上市公司

在港股和美股上市（按市值计算），其中新经济板块新上市公司中，选择境外上市的比例更

高。第二，境外上市中，香港市场相较美国的优势已经愈发明显。一方面，中概股回归的

趋势已经趋于明朗，目前已经 20 余家中概股回归港股；另一方面，随着美国监管政策的收

紧，要求对中国赴美上市企业审查审计底稿，由于数据安全等原因，境外准备上市和已经

上市的企业将加速向港股转移。第三，过去三年，得益于港交所改革，众多优质的新消费、

创新药和互联网公司登陆香港市场进行首次上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板块聚集效应，这吸

引更多优秀的新经济公司赴港上市。这些标的中部分公司具备长期的增长前景，也将为香

港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我们认为具备深度研究实力的投研团队，可以更好的把握处于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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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阶段的公司，为投资者更好的筛选标的、创造价值。本基金立志于成为“投资中国新

经济”选项中长期值得信赖的主动管理 QDII基金。 

3）加强持有人利益的保障，在市场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基金遭遇大幅申赎或其他因素

影响现有持有人利益时，主动选择采取限购措施，最大限度保障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以上

原则，本基金在 21年 1月末、2月中两次降低了单日申购上限，并在 12月初择时进行了重

新开放。同时，本基金会主动筛选具备长期投资期限的机构投资者，减少基金规模波动，

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维护持有人利益。 

4. 基金长期投资策略 

本基金长期围绕三个核心策略进行投资运作： 

第一，基金的长期配置战略为新经济领域，包括互联网、医药、消费、新能源、硬科

技等行业，基金认为这些行业在较长的时间维度下可以跑赢整体市场指数。 

不同时代有对新经济有不同的定义，不同行业也都有自己的发展阶段，2001-2005 年

加入 WTO后，中国工厂变成世界工厂，五朵金花就是新兴行业；2010-2015年移动互联网、

全民医保到来，消费电子、普药龙头就是新兴行业，2016-2021 年，经济增速放缓转入内

循环、CFDA 改革、消费互联网走向平台化，消费、创新药、互联网是新兴行业。简而言之，

新兴经济就是对当前社会发展效率提升最大，最能有效解决当前社会中有限资源瓶颈的产

业。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我们认为社会在供给端的重要趋势是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

技术要素上“信息化、SaaS 化、移动化、AI 化”将助力所有行业进行新一轮的重构，人力

资本要素上则受益于四十年高等教育积累带来的工程师红利。在需求端，房地产经济步入

后周期时代，国内消费习惯迎来巨变，此时伴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文化自信增强，中国品

牌、中国技术、中国创新药品将走向世界。总体上，我们看好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中国消费

品牌和创新药、中国硬科技行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机遇、“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变

革、和产业互联网引领下的各行业重塑，“所有行业都值得重做一遍”。 

第二，基金努力实践自下而上、研究驱动的选股方法，利用内部团队投研一体化的体

系优势，实现对各细分行业重点股票的全面覆盖，通过深度研究筛选持仓个股，研究方法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及终端调研、管理层访谈、专家访谈、量化模型追踪、多维数据监控、

专题深度报告 ，利用深度研究更好的理解行业和公司的商业模式，并利用客观数据检验逻

辑假设，以此为基础获取超额收益。本基金坚持将价值投资理念运用于新经济投资领域，

坚决不会追逐短期市场概念，不参与盲目抱团，不进行市场投机和炒作。 

第三，基金坚持长期投资理念，着眼大机会。新经济公司的商业模式通常具备马太效

应、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较长的时间维度下，其商业模式才能被市场充分认知，优势才

能得到体现，基金在选择新经济公司时，注重 3-5 年时间维度下的业绩表现及投资回报率，

在公司基本面坚实向好、估值具有吸引力的情况下，愿意承受时间成本与市场波动。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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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热衷于投资那些短期基本面扰动因素多、市场处于观望期、但长期逻辑通顺的优质公司，

用市场上最稀缺的耐心和时间换取长期确定性的超额收益。投资人的期限有多长，投资的

期限就有多长，我们欢迎具备同样投资理念、追求基本面研究的长期投资人至少以 2-3 年

为投资维度投资于本基金。最后，基金十分重视风险防控，投资收益是人性在时间维度的

复利效应，坚持谦虚谨慎、勤勉尽责的研究态度，坚持逻辑和数据支撑的研究方法是本基

金在选股中最大的安全边际。 

本基金投资团队通过精选长期优质公司的投资策略，自下而上的分散风险，力争在较

长时间维度下战胜业绩比较基准，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的超额投资收益。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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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 元，报告期内，份额净值增长率为-18.76%，

同期业绩基准增长率为-6.35%。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出现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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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696,838.96 81.32 

 其中：普通股 1,211,696,838.96 81.32 

       存托凭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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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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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64,753,095.61 17.77 

8 其他资产 13,628,393.65 0.91 

9 合计 1,490,078,328.22 100.00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通过沪港通交易机制投资的港股市值为人民币 9,063,705.83 元，占

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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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香港 1,029,518,110.60 70.84 

中国内地 182,178,728.36 12.54 

合计 1,211,696,838.96 83.37 

5.3 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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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8,084.50 0.75 

材料 - - 

工业 52,086,529.67 3.58 

非必需消费品 329,291,368.91 22.66 

必需消费品 217,915,952.82 14.99 

医疗保健 143,572,520.39 9.88 

金融 - - 

科技 26,144,000.00 1.80 

通讯 150,316,940.42 10.34 

公用事业 1,091,213.96 0.08 

房地产 280,370,228.29 19.29 

政府 - - 

合计 1,211,696,838.96 83.37 

注：本基金对以上行业分类采用彭博行业分类标准。 

5.4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权益投资明细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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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Ning 

Co. Ltd. 

李宁有

限公司 

2331 

HK 

中国香

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

香港 
1,276,100 69,961,258.60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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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uaishou 

Technolog

y 

快手科

技 

1024 

HK 

中国香

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

香港 
1,058,300 63,685,257.72 4.38 

3 

Pop Mart 

Internatio

nal Group 

Limited 

泡泡玛

特国际

集团有

限公司 

9992 

HK 

中国香

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

香港 
2,144,000 59,814,907.14 4.12 

4 Meituan 美团 
3690 

HK 

中国香

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

香港 
440,000 55,524,988.64 3.82 

5 

China 

Overseas 

Property 

Holdings 

Limited 

中海物

业集团

有限公

司 

2669 

HK 

中国香

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

香港 
6,825,000 51,587,535.09 3.55 

6 

China 

Resources 

Mixc 

Lifestyle 

Services 

Limited 

华润万

象生活

有限公

司 

1209 

HK 

中国香

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

香港 
1,630,000 51,225,419.13 3.52 

7 

China 

Mengniu 

Dairy Co. 

Ltd. 

中国蒙

牛乳业

有限公

司 

2319 

HK 

中国香

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

香港 
1,286,300 44,023,131.28 3.03 

8 

China 

Resources 

Land 

Limited 

华润置

地有限

公司 

1109 

HK 

中国香

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

香港 
1,450,000 42,922,704.25 2.95 

9 

Wuxi 

Apptec 

Co.,Ltd. 

无锡药

明康德

新药开

发股份

有限公

司 

2359 

HK 

中国香

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

香港 
415,000 41,902,859.18 2.88 

10 

ANTA 

Sports 

Products 

Limited 

安踏体

育用品

有限公

司 

2020 

HK 

中国香

港联合

交易所 

中国

香港 
513,190 40,954,298.63 2.82 

注：本基金对以上证券代码采用当地市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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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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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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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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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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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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除泡泡玛特（证券代码 9992 HK）、美团-W（证券代

码 3690 HK）外其他证券的发行主体未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不存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1、泡泡玛特（证券代码 9992 HK） 

本期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如

下：2021年 12月 7日，因虚假宣传被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罚款 20万元。 

2、美团-W（证券代码 3690 HK） 

本期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如

下：2021年 7月 7日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被市场监管总局罚款 50万

元；10月 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美团涉嫌垄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美团停止

违法行为，并处以其 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收入 3%的罚款，共计 34.42亿元。 

对上述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本基金投资上述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要求。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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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本基金管理人从制度

和流程上要求股票必须先入库再买入。 

5.10.3 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87,248.99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0,709,590.62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 

5 应收申购款 2,831,554.04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3,628,3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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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080,685,048.09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119,871,216.15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44,945,8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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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610,4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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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不存在申购、赎回或买卖本基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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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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不存在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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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3、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年 1季度报告原文。 

9.2 存放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 5999号基金大厦 32-42楼。 

9.3 查阅方式 

网站：http://www.nffun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