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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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6月 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

场内简称 无

基金主代码 001975
交易代码 00197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3月 15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65,383,712.96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依托景顺长城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持续深

度挖掘具有环保优势的上市公司，分享其在中国经

济增长的大背景下的绿色、高效可持续增长，以实

现基金资产的长期资本增值。

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策略：本基金依据定期公布的宏观和金

融数据以及投资部门对于宏观经济、股市政策、市

场趋势的综合分析，运用宏观经济模型（MEM）做出

对于宏观经济的评价，结合基金合同、投资制度的

要求提出资产配置建议，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后

形成资产配置方案。

2、股票投资策略：本基金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积极投资策略，自下而上地精选价值被低估并且具

有良好基本面的具备环保优势的股票构建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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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保优势企业的界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日益重要。本基金将充分挖

掘经济社会发展中具备 1、环保产业链优势； 2、绿

色经济优势；3、效率社会优势；4、 可持续发展优

势的四大环保优势企业的主题投资机会，通过投资

以上主题企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

得到有效化解，推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

（2）个股投资策略

按照上述 “环保优势企业的界定”中，本基金将采

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依靠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

方法精选个股,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研究优势，利

用基金管理人股票研究数据库（SRD）对企业内在价

值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进一步挖掘出具有竞争

优势的上市公司股票进行投资。

3、债券投资策略 ：债券投资在保证资产流动性的

基础上，采取利率预期策略、信用策略和时机策略

相结合的积极性投资方法，力求在控制各类风险的

基础上获取稳定的收益。

4、中小企业私募债投资策略：对单个券种的分析判

断与其它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的方法类似。在信用

研究方面，本基金会加强自下而上的分析，将机构

评级与内部评级相结合，着重通过发行方的财务状

况、信用背景、经营能力、行业前景、个体竞争力

等方面判断其在期限内的偿付能力，尽可能对发行

人进行充分详尽地调研和分析。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环保产业指数收益率*40% + 沪深 300指数收益

率*40% +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2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风险程

度较高的投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高

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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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6,5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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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利润 -124,161,663.43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2046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983,337,391.57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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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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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 1.31% -11.32% 0.89% -0.02%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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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将基金资产的 80％-95％投资于股票资产，投资于具有环

保优势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占非现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权证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

值的 3％，将基金资产的 5％-20％投资于现金和债券等固定收益类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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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的 5％。本基金的建仓期为自 2016年 3月 15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6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

金投资组合达到上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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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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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锐文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股票投资

部投资副

总监

2016年

3月 15日
- 8年

工学硕士、理学硕士。

曾担任上海常春藤衍

生投资公司高级分析

师。2010年 11月加

入本公司，担任研究

员职务；自 2014年

10月起担任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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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根据公司决定聘

任后的公告日期，“离任日期”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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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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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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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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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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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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共有 32次，为公司旗下管理的量化产品因

申购赎回情况不一致依据产品合同约定进行的仓位调整，以及量化产品和指数增强基金根据产品

合同约定通过量化模型交易从而与其他组合发生的反向交易。投资组合间虽然存在临近交易日同

向交易行为，但结合交易时机及市场交易价格波动分析表明投资组合间不存在不公平交易和利益

输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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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本季度，沪深 300下跌 9.94%。由于中美贸易战、去杠杆带来的毁约事件激增、地产周期下

行等多重利空叠加，A股在本季度急剧地下跌。除了以医药、餐饮旅游和食品饮料等少数消费股

依旧保持强势之外，其他行业几乎全面沦陷。现在的市场处于一片的悲观情绪中，但是，我们并

没有那么悲观。

尽管市场风格不断切换，我们依旧致力于战胜市场，体现专业投资机构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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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仓位

（85%-90%）。

时代在变迁，我们希望沿着产业趋势主轴去投资，希望以不变的产业趋势去应对变化的市场。

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市场是如何演变，但是，我们相信寻找符合产业趋势的优势企业的投资路

径能让我们在逆水行舟之时不至于太差，在顺水行舟之时能扬帆乘风起。

现在的指数回到了股灾的起点，估值比股灾的起点更低。当前的估值水平已经处于历史最低

水平，中证 1000基本与 08年最底部估值是一样的。市场一片低迷，大多数人都用最悲观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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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市场，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希望。的确，我们不知道明天或者下周是涨还是跌，但是，如果把

周期拉到 1-3年，我们预测目前市场处于投资胜率较高区域。

今年以来，去杠杆带来违约率急剧提升，让市场过度担心去杠杆会带来系统性风险。实际上，

去杠杆过程中出现局部风险是很正常的，并且也会是常态事件。过去，过小的信用利差抬升了市

场的无风险利率，去杠杆带来的信用利差提升将会有效降低市场的无风险利率。市场的无风险利

率下降一定是有利于新增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实际上，去杠杆对 A股资金面的影响也是微弱的，

更多是心理层面上的影响。然而，理财产品打破刚兑以及去杠杆带来的影响都将影响理财产品的

供给，这必然会导致更多的社会资金从理财产品逐步流入权益市场。去杠杆是对 A股是短空长多

的事情，根本没必要过分担心。

棚改货币化推动的地产销售超预期增长的确是不可持续，宏观经济也毫无疑问会逐步走向增

速下降通道。但是，宏观经济强弱不代表股市表现的强弱。过去十年，尽管经济增长很多，但是，

上证指数几乎没有上涨。上证表现不佳很大程度是受到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下行

十年所影响。另外，上证的企业主要是由传统的资金消耗型企业构成，毕竟股市反应的是企业未

来的现金流创造能力，这也影响了上证指数的表现。过去两年，供给侧改革逆转了传统行业的盈

利水平，去杠杆消灭了资金二道贩子，降低了社会实际的资金成本，这些都是有利于企业创造现

金流的。

中美贸易战将会是一场持久战，这也是市场的共识。两国关系未来可能是“W”型走势，期

间可能不断伴随着两国政治经济高层的互相试探、利益博弈和沟通谈判。这也是中国崛起过程中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当然，如果谈判能达成停战协议固然更好，但是，达不成也无大碍。中美未

来几年都是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这种矛盾的主基调不会改变，也很难改变中国崛起的趋

势。中国人的拼搏精神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比拟，中国人在快速学习，在快速累积自身优势。人口

结构是不利因素，但是，中国人口基数足够大，叠加中国人异常的勤奋，影响是相对微弱的。尽

管中国的人口红利在衰退，但是，工程师红利依然在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坚信中国的科技创新

依旧会迸发出强大的动能。

我们始终坚持投资于符合趋势的真正的高成长个股，通过这样的锚来抵抗住我们内心的恐惧，

希望在变化的市场依赖于企业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投资需要乐观的态度，我们只能寄望于大时

代的发展，迎接并伴随时代的变化，希望通过时刻紧随时代的变化实现持有人的资产增值。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2018年 2季度，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11.34%，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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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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261,100.11 86.69

其中：股票 866,261,100.11 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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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22,978.79 12.75

8 其他资产  5,534,707.06 0.55

9 合计    999,218,7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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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 采矿业 45,826,784.00 4.66

C 制造业 532,333,898.81 54.14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71,559.85 0.01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63,473,354.42 6.45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0,595,504.19 9.21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 -

J 金融业 95,375,105.63 9.70

K 房地产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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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50,157.95 0.05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1,226.1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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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53,509.12 3.87

S 综合 - -

合计 866,261,100.11 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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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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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41 视源股份 1,213,317 64,803,260.97 6.59

2 601601 中国太保 2,003,579 63,813,991.15 6.49

3 300413 快乐购 1,672,993 63,473,354.42 6.45

4 300323 华灿光电 4,607,024 59,522,750.08 6.05

5 601899 紫金矿业 12,694,400 45,826,784.00 4.66

6 603788 宁波高发 1,760,900 43,388,576.00 4.41

7 600115 东方航空 6,385,263 42,270,441.06 4.30

8 300203 聚光科技 1,582,465 40,511,104.00 4.12

9 002672 东江环保 3,085,200 40,385,268.00 4.11

10 601111 中国国航 4,493,122 39,943,854.58 4.06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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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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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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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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 

1、时点选择：基金管理人在交易股指期货时，重点关注当前经济状况、政策倾向、资金流向、

和技术指标等因素。 

2、套保比例：基金管理人根据对指数点位区间判断，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决定套保比例。

再根据基金股票投资组合的贝塔值，具体得出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买卖张数。

3、合约选择：基金管理人根据股指期货当时的成交金额、持仓量和基差等数据，选择和基金组

合相关性高的股指期货合约为交易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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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1.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江环保”，股票代码：002672）于 2018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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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收到江西省丰城市环保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丰环罚告字（2018）

18号），因其控股子公司江西东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东江”）二燃室温度经常低

于环评要求的≥1100 度的要求，存在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的情形，江西东江被罚款五十万

元。

本基金投研人员认为，由于中央环保督查组今年重点督查危废产业，不少危废处理企业因违

规经营被关停，致使全国各地的危废处理能力大幅收缩，另一方面，由于环保部门严格管理产废

企业合规处理危险废弃物，危废产生量急剧上升，危废行业供需结构迅速逆转，形成很大的供需

缺口。预计供需紧张状态未来 3-5年都难以改观。作为业内运营水准较高、较为规范的企业，东

江环保预计充分享受这次行业红利。东江环保也是业内少数全部基地正常运营并通过环保督查的

危废处理企业，这也说明东江环保的运营质量。

 6月 25日，东江环保收到江西省丰城市环保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丰环罚告字（2018）18号），公司对此次指控全部否认，后续处理结果仍待观察。公司作为

业内公认的行业龙头，项目运营有口皆碑，此次事件更多反应公司管理存在瑕疵，而不能说明公

司的运营质量。此次事件不涉及违规处理危险废弃物，预计不会影响江西子公司的正常经营，也

不破坏我们的逻辑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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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对东江环保进行了投资。

2.其余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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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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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611.0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248,802.11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7,874.39

5 应收申购款 3,982,419.50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5,534,7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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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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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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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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435,198.17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341,110,303.08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233,161,7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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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383,7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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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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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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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注册的文件；

2、《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4、《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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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