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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8年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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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8年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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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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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南方祥元

基金主代码 00470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08月03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09,871,775.38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力求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重点投资信用类债券，以提高组合收益能力。信用债券相对央票、国债等利率产品的信用利差是本

基金获取较高投资收益的来源，本基金将在南方基金内部信用评级的基础上和内部信用风险控制的框架

下，积极投资信用债券，获取信用利差带来的高投资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信用债总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祥元A 南方祥元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705 004706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89,042,846.40份 20,828,928.9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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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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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01日 -�2018年06月30日)

南方祥元A 南方祥元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2,199,728.84 111,799.23

2.本期利润 1,760,154.14 143,997.88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167 0.0153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92,334,065.90 21,520,996.67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37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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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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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祥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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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0.10% 0.37% 0.06% 1.30% 0.04%

南方祥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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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0.09% 0.37% 0.06% 1.1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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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本报告期末不满一年。本基金的建仓期为6个月，建仓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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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斌斌 本基金基金经理 2018年2月9日 8年

清华大学工学学士、

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

学硕士， 具有基金从

业资格。 曾先后就职

于招商银行合肥分

行、 浦发银行金融市

场部、 华夏基金机构

债券投资部， 历任产

品经理、交易员、投资

经理。2017年7月加入

南方基金；2018年2月

至今，任南方和元、南

方祥元、 南方荣年基

金经理。

刘文良 本基金基金经理 2017年8月3日 5年

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

硕士， 具有基金从业

资格。2012年7月加入

南方基金， 历任固定

收益部转债研究员、

宏观研究员、 信用分

析 师 ；2015 年 2 月 至

2015年8月， 任南方永

利基金经理助理；2015

年12月至2017年2月，

任南方弘利基金经

理；2015年12月至2017

年5月，任南方安心基

金经理；2016年11月至

2018年2月， 任南方荣

发基金经理；2016年11

月至2018年2月， 任南

方卓元基金经理；2015

年8月至今，任南方永

利基金经理；2016年6

月至今， 任南方广利

基金经理；2016年7月

至今， 任南方甑智混

合基金经理；2017年5

月至今，任南方和利、

南方和元、 南方纯元

基金经理；2017年6月

至今， 任南方高元基

金经理；2017年8月至

今， 任南方祥元基金

经理；2017年9月至今，

任南方兴利基金经

理；2018年3月至今，任

南方希元转债基金经

理。

注：1.�对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 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离任日期” 为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解聘日期；对此

后的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 分别指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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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祥元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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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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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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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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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

4.4�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4.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二季度经济有所回落，1-5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6.9%，1-5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6.1%，投资数据较一季度

显著回落，基建投资下滑是主要拖累项，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9.5%，较一季度继续回落。通胀方面，由于

食品价格低迷，4、5月CPI同比增长回落至1.8%，而PPI受到油价上涨和基数较低的影响，4、5月同比增幅回升至3.4%和4.1%。金

融数据方面，M2增速依然偏低，4、5月同比增速仅8.3%，信贷较去年同期有一定增长，不过由于非标收缩导致社融整体出现明

显下滑。 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再次加息25BP，同时上调了今年的经济增速和今明两年的通胀预测。欧央行维持三大利率不

变，维持每月购债规模300亿欧元不变。国内央行在二季度两次降准，且二季度美联储加息后央行并未跟随调整，货币政策转

向中性偏松。二季度美元指数上涨4.54%，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3285个基点。二季度银行间隔夜、7天回购加权利率均

值为2.73%、3.39%，分别较上季度回升5BP和18BP。 市场层面，利率债收益率震荡下行，1年国债、1年国开收益率分别下行

16BP、33BP，10年国债、10年国开收益率分别下行27BP、39BP，利率曲线平坦化下移。信用债表现弱于同期限国开债，中票表

现好于城投，AAA表现好于AA。 投资运作上，组合降低信用债的风险敞口，增持利率债品种，择机拉长组合久期，博取资本

利得。 预计下半年经济将弱于上半年，基本面下行的压力仍未缓解。随着去杠杆带来的基本面风险提升，叠加外部局势的不

稳定，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转向，但资管新规细则仍未落地，债券市场配置力量依然偏弱，且主要集中在高等级和中短端。利

率债方面，短期行情或有反复，中长期看，利率下行的基础依然存在，需要等待短端的进一步下行打开长端下行的空间。信用

债方面，融资环境的收紧和资管新规的落地对低等级信用债造成了较大冲击，信用利差走扩的压力较大，下半年需密切关注

民企、城投平台等在本轮紧信用环境中受冲击最明显的领域，加强对持仓债券的跟踪和梳理，严防信用风险。

4.4.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内，南方祥元A净值增长率为1.67%，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37%；南方祥元C净值增长率为1.47%，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为0.37%。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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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42,749,369.60 95.22

其中：债券 142,749,369.60 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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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0,914.17 2.12

8 其他资产 3,991,911.40 2.66

9 合计 149,922,195.1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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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股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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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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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87,150.00 52.69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59,498,400.00 52.26

4 企业债券 72,780,219.60 63.92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9,982,000.00 8.77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142,749,369.60 1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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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05 18国开05 200,000 20,974,000.00 18.42

2 180303 18进出03 100,000 10,321,000.00 9.07

3 180408 18农发08 100,000 10,088,000.00 8.86

4 180304 18进出04 100,000 10,085,000.00 8.86

5 011800677 18蒙高路SCP002 100,000 9,982,000.00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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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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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股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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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在进行国债期货投资时，将根据风险管理原则，以套期保值为主要目的，采用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期货合约，通

过对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结合国债期货的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的估值水平，与现货资产进行匹配，通过多

头或空头套期保值等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虑国债期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运用国债期

货对冲系统性风险、对冲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如大额申购赎回等；利用金融衍生品的杠杆作用，以达到降低投资组合

的整体风险的目的。

5.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量（买/卖） 合约市值(元) 公允价值变动（元） 风险说明

- - - - - -

公允价值变动总额合计（元） -

国债期货投资本期收益（元） -103,000.00

国债期货投资本期公允价值变动（元） -

5.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报告期间，我们根据投资策略进行了国债期货操作，主要目的在于套期保值，调节组合整体久期，对冲组合的净值波

动，全季对组合净值几乎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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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17国信01(112516)以外，本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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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21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国信证券在华

泽钴镍保荐业务及财务顾问业务中，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于国信证券保荐业务行为，责令其改正，给予警

告，没收保荐业务收入100万元，并处以300万元罚款；对于国信证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行为，责令其改正，没收并购重组

财务顾问业务收入600万元，并处以1,800万元罚款。

基金管理人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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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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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8,653.30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976,435.63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004,711.48

5 应收申购款 2,110.99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991,9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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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南方祥元A 南方祥元C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20,340,449.24 1,536,398.33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500,236.25 19,504,161.73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31,797,839.09 211,6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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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42,846.40 20,828,9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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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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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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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南方祥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南方祥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3、南方祥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2季度报告原文

9.2�存放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31-33层。

9.3�查阅方式

网站：http://www.nf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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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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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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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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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南方香港成长

基金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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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500,097.02份

投资目标

在有效控制组合风险并保持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专业化研究分析及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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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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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4月01日 -�2018年06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7,858,029.21

2.本期利润 41,230,374.51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307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392,101,436.41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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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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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1.40% 1.20% 1.10% 1.88%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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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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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国锋

本基金基金经

理

2018年1月12日 7年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硕士，具有基金从业资格。曾任泰康

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权益投资部高级副总裁、安信

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投资部基金经理、中广核投资

（香港） 有限公司高级投资副总裁。2017年8月加入南方基

金；2017年10月至今， 任南方全球基金经理；2018年1月至

今，任南方香港成长基金经理。

注：1.�对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 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离任日期” 为根据公司决定确定

的解聘日期；对此后的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 分别指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

和解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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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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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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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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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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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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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

4.4�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4.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8年全球经济延续扩张态势，然而在区域上出现较明显的分化，美国经济一枝独秀，1季度GDP增长

达4.7%，创下近几年新高，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皆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中国经济增长则维持平稳。货币政策

方面，美联储分别在3月和6月加息25个基点，欧央行仍然维持零利率，日本仍然维持负利率政策，中国则分

别在4月和6月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美元指数从4月开始大幅走

强，人民币亦在6月大幅贬值。另外，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对市场情绪产生了重大影响，投资者对中国经济

前景的判断趋于悲观。除此之外，作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房地产政策最近也

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棚改货币化率和贷款发放权限有可能趋于收紧。地产及相关行业的前景蒙上阴

影。中国金融去杠杆政策持续，5月社会融资规模大幅下降。

资金流方面，港股通在1季度净流入1061亿，在2季度净流出131亿。

报告期间（2季度），标普500指数上涨2.93%（美元计价），恒生指数下跌3.78%（港元计价），恒生国企

指数下跌7.71%（港元计价），上证综指下跌10.14%（人民币计价）。

恒生行业方面，能源和公用事业行业表现较好，原材料行业表现最差。

在报告期内，本基金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选股原则，重点配置了信息科技、可选消费、金融地

产、医药等板块。在投资风格上以成长股和处于上行周期的周期股为主，并且根据估值和基本面走势实施

一定的板块和热点轮动。另外，我们也重视港股投资者结构的改变及其对港股不同板块估值体系的影响，

并将此等考虑体现在我们的板块和个股选择上。总而言之，我们综合考虑估值、成长性、资金面和风险偏好

等多种因素，力求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可持续的收益。

4.4.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为3.08%，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20%。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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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1,286,930,086.30 91.30

其中：普通股 1,247,316,572.23 88.49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39,613,514.07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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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16,881.65 8.24

8 其他资产 6,573,741.54 0.47

9 合计 1,409,620,709.4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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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香港 1,247,316,572.23 89.60

美国 39,613,514.07 2.85

合计 1,286,930,086.30 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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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52,581.89 3.82

原材料 26,845,990.20 1.93

工业 60,010,947.45 4.31

非必需消费品 339,069,546.34 24.36

必需消费品 - -

医疗保健 239,164,710.52 17.18

金融 348,851,146.20 25.06

科技 174,768,188.72 12.55

通讯 9,413,962.18 0.68

公用事业 35,653,012.80 2.56

合计 1,286,930,086.30 92.45

注：本基金对以上行业分类采用彭博行业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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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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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FI�Holdings�(Group)�

Co.�Ltd.

旭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884�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16,442,000 69,172,628.50 4.97

2

AAC�Technologies�

Holdings�Inc.

瑞声科技控股有

限公司

2018�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730,000 68,008,661.50 4.89

3 AIA�Group�Limited

友邦保险控股有

限公司

1299�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1,020,000 58,993,393.20 4.24

4

China�Maple�Leaf�

Educational�Systems�

Limited

中国枫叶教育集

团有限公司

1317�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4,744,000 56,555,282.90 4.06

5

China�Overseas�Property�

Holdings�Limited

中海物业集团有

限公司

2669�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23,660,000 51,864,139.60 3.73

6

Postal�Savings�Bank�Of�

China�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658�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11,100,000 47,821,475.10 3.44

7

CSPC�Pharmaceutical�

Group�Limited

石药集团有限公

司

1093�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2,342,000 46,796,602.74 3.36

8

Chinasoft�International�

Ltd.

中软国际有限公

司

354�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8,978,000 46,324,433.02 3.33

9

Geely�Automobile�

Holdings�Limited

吉利汽车控股有

限公司

175�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2,588,000 44,402,535.98 3.19

10

Hong�Kong�Exchanges�

And�Clearing�Limited

香港交易及结算

所有限公司

388�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218,000 43,375,808.80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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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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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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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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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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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77,069.20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6,427,900.48

4 应收利息 10,299.83

5 应收申购款 58,472.03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6,573,7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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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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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054,314.32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3,083,051.03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5,637,2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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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500,0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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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25,557,449.99

报告期期间买入/申购总份额 -

报告期期间卖出/赎回总份额 -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25,557,449.99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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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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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01-20180630 1,293,408,440.64 - - 1,293,408,440.64 96.34

个人 - - - - - - -

产品特有风险

本基金存在持有基金份额超过2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特定赎回比例及市场条件下，若基金管理人未能以合理价格及时变现基金资产，将会导致流动性风

险和基金净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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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2季度报告原文。

9.2�存放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31-33层。

9.3�查阅方式

网站：http://www.nffund.com

基金管理人：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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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8年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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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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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南方香港优选股票（QDII-LOF）

场内简称 南方香港

基金主代码 160125

基金运作方式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LOF）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5月13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69,162,883.49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挖掘香港证券市场上的主题性投资机会，追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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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 的分析策略对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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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 的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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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高于混

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资产托管人

英文名称：The�Bank�of�New�York�Mellon�Corporation

中文名称：纽约梅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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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本基金转型日期为2015年5月13日,该日起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正式变更为南方香港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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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01日 -�2018年06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28,382,975.85

2.本期利润 -348,801.39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008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384,508,939.33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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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 1.40% 1.20% 1.10% -2.05%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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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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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凯

本基 金 基

金经理

2017年8月24日 5年

美国埃默里大学工商管理专业（金融方向）硕士，注册

金融分析师（CFA），具有基金从业资格。曾就职于赛灵

思股份有限公司、翰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晨星资讯有

限公司，历任高级分析师、绩效评价员、股票分析师。2015

年6月加入南方基金， 任职国际业务部研究员；2016年12

月至2017年8月，任南方金砖基金经理助理；2017年8月至

今， 任南方香港优选、 国企精明基金经理；2018年6月至

今，任南方沪港深价值基金经理。

注：1、对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 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离任日期” 为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解聘日期；对此后

的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 分别指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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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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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香港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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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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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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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

4.4�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4.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8年第二季度，在美国经济增长提速、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持续推进金融去杠杆及中美贸易战升温的背景

下，美国与其它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差及货币政策差走阔，全球股市格局发生显著变化，资金回流美国，全球主要股市中只有美

国股市和印度股市按美元计价取得小幅上涨。根据Bloomberg的统计，2018年3月至2018年5月发达市场Markit制造业月度PMI

分别为54.9、55.1和54.7，低于之前三个月均值，但其中美国Markit制造业月度PMI分别为55.6、56.5和56.4，高于之前三个月均

值；新兴市场Markit制造业月度PMI分别为51.3、51.3和51.1，低于之前三个月均值。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美联储六月份再次加息

2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从市场风格上来看，成长类个股显著跑赢价值类个股。按美元计价全收益口径计算，MSCI全球价值

指数下跌0.33%，MSCI全球成长指数上涨3.18%。VIX指数及恒生波动率指数维持在较高水平，市场情绪较为悲观。

报告期间，MSCI发达国家指数按美元计价上涨1.09%，MSCI新兴市场指数按美元计价下跌8.66%,恒生指数按港币计价下

跌3.78%,黄金价格按美元计价下跌5.50%，十年期美国国债、十年期日本国债及十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分别上升12个基点、下

跌1个基点和下跌20个基点。新兴市场方面,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按本币计价下跌14.76%,印度Nifty指数按本币计价上涨

5.94%，俄罗斯MOEX指数按本币计价上涨1.10%。美元指数大幅上行,由89.97至94.47。

港股市场方面，2018年二季度恒生指数下跌3.78%，恒生国企指数下跌7.71%。从市值角度来看港股出现普遍下跌的市场格

局，恒生大型股指数下跌3.61%，恒生中型股指数下跌7.70%，恒生小型股指数下跌4.58%。根据Wind统计，2018年二季度港股通

南下净卖出132亿元人民币，市场观望情绪浓厚，但双向交易依然活跃。恒生AH股溢价指数于报告期内有所回落，由127.06点

下降到118.13点。恒生行业方面，能源、公用事业和电信行业表现较好，分别跑赢恒生指数11.33%、3.04%和1.67%，表现较差的原

材料、综合和金融板块分别落后7.08%、3.72%和 2.04%。

在资产配置上，本基金股票整体仓位维持平稳，行业仓位水平采取了均衡配置的策略，主要通过自下而上的选股获取超

额收益。在投资策略上以价值投资为导向，遵循自下而上为主的原则,在行业中精选盈利改善、估值水平合理的行业龙头公司，

尤其关注公司的技术优势、发展战略、行业成长性以及产业政策的变化。基金围绕港股市场估值体系重构的长期逻辑进行个

股筛选，不断发掘存在估值重估机会的细分行业和个股，同时通过分散化投资控制投资组合整体的风险。本基金在配置过程

中也兼顾流动性、市场风格转换及调仓成本等其他相关因素，努力控制基金的回撤水平，力争战胜业绩比较基准，为投资者创

造持续稳健的投资回报。

4.4.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该基金净值增长率为-0.85%，同期业绩比较基准1.20%。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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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358,332,425.54 92.28

其中：普通股 358,332,425.54 92.28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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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9,910.19 6.22

8 其他资产 5,830,453.32 1.50

9 合计 388,312,789.0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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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662,191.50元，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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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332,425.54 93.19

合计 358,332,425.54 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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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398.41 8.59

原材料 29,299,302.53 7.62

工业 10,150,924.00 2.64

非必需消费品 60,355,804.02 15.70

必需消费品 12,867,476.51 3.35

医疗保健 7,977,918.06 2.07

金融 122,641,517.94 31.90

科技 68,919,715.36 17.92

通讯 5,161,458.20 1.34

公用事业 7,926,910.51 2.06

合计 358,332,425.54 93.19

注：本基金对以上行业分类采用彭博行业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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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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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C�Technologies�

Holdings�Inc.

瑞声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

2018�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215,000 20,029,948.25 5.21

2

Hisense�Kelon�

Electrical�Holdings�

Co.,Ltd.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921�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2,740,000 18,503,852.94 4.81

3

Yanzhou�Coal�

Mining�Company�

Limited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

1171�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1,600,000 13,840,329.60 3.60

4

Postal�Savings�Bank�

Of�China�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658�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3,000,000 12,924,723.00 3.36

5

China�Evergrande�

Group

中国恒大集团 3333�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680,000 11,466,160.00 2.98

6 ZTE�Corporation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

763�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1,100,000 11,054,727.20 2.88

7

China�Merchants�

Bank�Co.,Ltd.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3968�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450,000 10,983,485.25 2.86

8

Tencent�Holdings�

Limited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700�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30,000 9,960,383.40 2.59

9

China�Taiping�

Insurance�Holdings�

Company�Limited

中国太平保险控股

有限公司

966�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480,000 9,935,090.40 2.58

10

Country�Garden�

Holdings�Co.�Ltd.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

司

2007�HK

香港联合交

易所

香港 850,000 9,889,563.00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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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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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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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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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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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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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697,201.55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543,728.81

3 应收股利 4,455,297.56

4 应收利息 3,753.07

5 应收申购款 130,472.33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5,830,4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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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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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199,282.38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6,578,248.10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86,614,6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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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162,883.49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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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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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香港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南方香港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3、南方香港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第2季度报告原文

9.2�存放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31-33层

9.3�查阅方式

网站：http://www.nffun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