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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观点： 

◼ 医药行业成长性佳，长期累计回报高 

2013年至今，医药生物行业累计涨幅为 111.6%，年化涨幅为 12.7%，

超越上证总是的 36.2%和 5.1%。医药生物行业总共包括 6个子板块，化

学制药、中药、生物制品、医药商业、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其中医疗

服务的涨幅最大（累计 328.9%，年化 26.2%），其次为生物制品（累计

211.0%，年化 19.9%），中药板块的涨幅最小（累计 50.4%，年化 6.8%）。 

◼ 指数型医药生物主题基金：纯被动型产品数量居多，跟踪指数内涵

丰富、内部分化 

指数型的医药生物主题基金共计 25只（合并份额），其中 20只为

纯被动指数型产品（另有 3只联接基金），剩下 2只为增强指数型产品，

其中纯被动型产品在数量和规模上占据绝对优势。纯被动型产品中，广

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ETF规模最大，易方达沪深 300 医药卫生 ETF收益

风险比较高；增强型产品中，银华中证全指医药卫生增强相较指数的超

额收益显著。 

◼ 主动股混型医药主题基金：精选资产代表性和行业代表性强的产品 

在 44只符合定义的主动管理的医药主题基金中，符合平均仓位 80%

以上，平均“纯度”90%以上，资产代表性和行业代表性强的基金共 15

只，这些产品上涨弹性较好的是中海医疗保健、中欧医疗保健和农银汇

理医疗保健主题，回撤控制较好的是易方达医疗保健、国投瑞银医疗保

健行业和上投摩根医疗健康，基金经理有相关从业背景的是中欧医疗健

康、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易方达医疗保健和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 

◼ 风险提示 

主题基金由于集中度高，因此基金业绩波动较大，属于高收益高风

险的产品，不适合未充分了解该主题的普通投资者长期集中持有，较适

合对该主题有深入了解且高度认可的投资者作为工具型产品阶段性持

有。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田慕慧 

执业证书编号：S0870518100001 

021-53686120 

tianmuhui@shzq.com 

 

俞辰瑶 

执业证书编号：S0870118050007 

021-53686121 

yuchenyao@shzq.com 

 

 

 

 报告日期：2019年 4月 4日 

日 

 

 

报告编号： 

 

相关报告： 
 

《大数据基金主题报告：规模缩水？业

绩分化？大数据基金还值得关注吗？ 

——上海证券主题基金研究系列之一》 

《一文详解新能源主题基金 

——上海证券基金主题研究系列之二》 

《国企改革主题基金：分享政策红利 

——上海证券基金主题研究系列之三》 

《能源资源主题基金专题介绍 

——上海证券基金主题研究系列之四》 

《金融地产主题基金专题介绍 

——上海证券基金主题研究系列之五》 

 

 
 

 

 

 

 

医药生物主题基金专题介绍 

——上海证券基金主题研究系列之六 

 

                        证券投资基金研究报告/ 基金专题 

mailto:tianmuhui@shzq.com
mailto:tianmuhui@shzq.com
mailto:yuchenyao@shzq.com
mailto:yuchenyao@shzq.com


                                                     基金专题报告 

 

 

重要提示：请务必阅读尾页分析师承诺和免责条款                                                   2 

一、 医药生物行业表现 

2013年至今，医药生物行业累计涨幅为 111.6%，年化涨幅为 12.7%，

超越上证总是的 36.2%和 5.1%。医药生物行业总共包括 6 个子板块，化

学制药、中药、生物制品、医药商业、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其中医疗

服务的涨幅最大（累计 328.9%，年化 26.2%），其次为生物制品（累计

211.0%，年化 19.9%），中药板块的涨幅最小（累计 50.4%，年化 6.8%）。 

图 1医药生物与上证综指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截止时间：2019年 3月 31日 

二、医药生物主题基金现状 

本文将基金全称和投资范围中包含医药生物相关关键词且契约约定

80%以上投资于医药生物板块的基金作为医药生物主题基金，共计 104只

（合并份额），其中指数型产品 25只，主动管理产品 79只。 

1、规模：主动产品规模优势明显 

医药生物主题基金产品规模的爆发期是在 2015 年上半年，之后规

模下降明显，但产品只数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从规模构成来看，主动型

生物医药主题基金规模优势明显，大部分时间规模占比维持在 80%以上，

在产品只数上也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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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医药生物主题基金数量与规模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截止时间：2018 年 12月 31日 

2、基金公司布局：汇添富一家独大 

从基金公司对医药生物主题基金布局情况来看：汇添富在规模和数

量上均大幅超越其他公司。而汇添富的医药生物主题产品中，汇添富医

疗服务规模最大，该基金发行与 2015年 6月，发行规模超 200亿，之后

受行情影响缩水明显，但截至 2018年底仍然是市场上最大的医药生物主

题基金，规模为 71.56亿元。 

图 4 基金公司对医药生物主题基金的布局情况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截止时间：2018 年 12月 31日 

三、医药生物主题基金对比 

1、 指数型：纯被动型产品数量居多，跟踪指数内涵丰富、内部分化 

指数型的医药生物主题基金共计 25只（合并份额，具体名单见附录），

其中 20 只为纯被动指数型产品（另有 3 只联接基金），跟踪于医药生物

相关指数，剩下 2 只为增强指数型产品。 

从只数和规模分布来看：在指数型医药生物主题基金中，纯被动型

产品在数量和规模上占据绝对优势。虽然医药生物主题基金的只数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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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保持上升趋势，但其规模在 2015 年中达到顶峰后逐渐回落。在

2015 年分级产品在指数型医药生物主题基金中规模占据绝对优势，但

2016 年以来分级产品所占比重持续呈下降趋势，在 2018 年降到了 50%

以下。分类型来看，纯被动型的产品在规模和数量上大幅领先于增强型

产品。 

图 5指数型医药生物主题基金规模构成                  图 6 指数型医药生物主题基金规模构成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截止时间：2018 年 12月 31日 

1）纯被动型产品中，跟踪沪深 300医药指数的基金收益风险比较高 

20 只纯被动型医药生物主题基金跟踪指数的选股范围不一，在全市

场选股的指数占据多数，在沪深 300、沪市、中证 500、中证 800 以及全

A 股选股的指数分别有 1、1、1、2 和 11 只。 

指数业绩表现：从指数的长期业绩来看，各个指数的表现不一，整体

来看，沪深 300医药指数在收益上具有明显优势，在五年期的波动率上

优势也较为明显，虽然在近三年其波动率排名有所上升，但收益风险比

仍遥遥领先。 

图 7 近五年医药生物相关指数表现                  图 8近三年医药生物相关指数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截止时间：2018 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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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成分：医药生物指数的细分行业构成各不相同，整体来看，化学

制药、生物制品和中药行业在多数指数中所占权重较高，此外，中证医

疗指数中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公司占多数，两只健康相关指数，中证申

万新兴健康产业主题投资指数（CSSW 健康）和中证健康产业指数（健

康产业）在医药生物板块之外，还包含许多其他行业股票，如 CSSW 健

康中包含许多计算机行业公司，健康产业中包含许多公共事业和农林牧

渔行业公司。 

图 9 医药生物指数成分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截止时间：2018 年 12月 31日 

从规模上来看，仅有国泰国证医药卫生、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ETF

和国联安中证医药 100A 规模在 10 亿以上；从费率上来看，ETF 产品日

常费率（0.60%左右）明显低于普通指数基金（1.20%左右）；从跟踪误差

来看，在剔除建仓期后，大部分产品的年化跟踪误差都在 4%以内，仅有

2 只产品的跟踪误差在 4%至 5%之间，另外有一只产品的年化跟踪误差

达 14.51%，主要原因是基金在成立初期遭遇 2015 年市场极端行情，放

缓了建仓速度。 

2）增强型产品数量少，相对指数均有超额收益 

增强指数型生物医药主题基金数量较少，仅有 2 只，分别为银华中

证全指医药卫生增强和富国中证医药主题指数增强，两只产品成立时间

不长，规模不大，分别为 2.76 亿元及 1.18 亿元。从超额收益来看，银华

中证全指医药卫生增强相较指数的超额收益显著，建仓期以来年化超额

收益达 14.76%，表现突出。从持仓来看，2018 年底银华中证全指医药卫

生增强的重仓股主要分布在生物制药、中药、医疗服务行业，而富国中

证医药主题指数增强的重仓股主要集中于化学制药和生物制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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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增强指数型生物医药主题基金 

证券简称 基金成立日 跟踪指数 年化超额收益 规模（亿） 日常费率 重仓股所在行业 

银华中证全指医药卫生增强 2017/9/28 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14.76% 2.76 1.20% 生物制品、中药、医疗服务 

富国中证医药主题指数增强 2016/11/11 中证医药主题 2.56% 1.18 1.40% 化学制药、生物制品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截止时间：2018年 12月 31日 

注：年化超额收益剔除 90天建仓期影响；日常费率为管理费+托管费 

2、 主动管理型基金：精选资产代表性和行业代表性强的产品 

由于医药主题相关基金众多，共有 79只，我们仅对同时满足以下几

个条件的产品进行分析：1）产品名称中包含“健康”、“医药”、“医

疗”、“医改”等关键词；2）截至 2019 年 3月 31日，基金成立时间或

转型时间满一年；3）最近 4 个季度，季报股票资产占基金净值不低于

40%；4）重仓股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投资比例占 TOP10 股票比不低于

60%的原则。据此，共筛选出 44只产品（合并份额，具体名单见附录）。 

1）仓位与主题集中度 

在分析主题基金时，我们不考虑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以及适度偏

离主题带来的行业配置收益，而是对于维持稳定高仓位和高主题集中度

的产品给予更高的关注。我们统计了 44 只产品 2015年一季度至今的仓

位和重仓股中医药行业占 TOP10股票的比例（半年建仓期除外）：从仓位

水平和稳定性来看，嘉实医疗保健、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融通医疗保

健行业、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和中欧医疗健康的平均仓位排名前五，

均在 90%以上；从主题集中度水平和稳定性来看，广发医疗保健、建信

高端医疗、华泰柏瑞生物医药、嘉实医疗保健和华宝医药生物的主题集

中度排名前五，几乎为 100%。 

表 2 医药主题基金仓位和主题集中度 TOP5 

标签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基金成立日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平均仓位 

稳定高仓位 

000711.OF 嘉实医疗保健 2014/8/13 股票型基金 普通股票型基金 92.21 

001915.OF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 2015/12/2 股票型基金 普通股票型基金 91.09 

161616.OF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 A 2012/7/26 混合型基金 偏股混合型基金 90.76 

000913.OF 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 2015/2/10 股票型基金 普通股票型基金 90.71 

003095.OF 中欧医疗健康 A 2016/9/29 混合型基金 偏股混合型基金 90.41 

高主题集中度 

004851.OF 广发医疗保健 2017/8/10 股票型基金 普通股票型基金 100.00% 

004683.OF 建信高端医疗 2017/7/18 股票型基金 普通股票型基金 100.00% 

004905.OF 华泰柏瑞生物医药 2017/8/16 混合型基金 灵活配置型基金 100.00% 

000711.OF 嘉实医疗保健 2014/8/13 股票型基金 普通股票型基金 99.61% 

240020.OF 华宝医药生物 2012/2/28 混合型基金 偏股混合型基金 99.58%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截止时间：2018年 12月 31日 

注 1：国投瑞银创新医疗和银华医疗保健平均仓位也很高，但季度数据少于 4期 

注 2：天弘医疗健康、银华医疗健康、富国精准医疗主题集中度也很高，但季度数据少于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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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涨弹性和回撤控制能力 

在分析基金业绩时，我们将医药生物指数和上证综指相对涨跌幅进

行对比，连续上涨 20%以上（期间回调不超过 10%或前期涨幅的 1/2）定

义为上涨区间，连续下跌 10%（期间反弹不超过 10%或前期涨幅的 1/2）

定义为下跌区间，将 2013 年以来的市场分割成了 6 段上涨区间和 8 段

下跌区间。结合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在最近 2 段上涨区间中表现较好

的基金产品和基金经理为融通医疗保健行业（蒋秀蕾）、中欧医疗健康（葛

兰）、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赵伟）、大摩健康产业（王大鹏）和中海

医药健康产业（许定晴，易小金）；在最近 3段下跌区间中表现较好的基

金产品和基金经理为长城医疗保健（谭小兵）、富安达健康人生（李守峰，

纪青）、华宝医药生物（光磊）、东吴智慧医疗量化策略（秦斌）和易方

达医疗保健（杨桢霄）。 

表 3 医药主题基金上涨弹性和回撤控制 TOP5 

标签 证券简称 基金经理 二级分类 
20180207- 

20180716 涨幅 

20190201- 

20190331 涨幅 
 

上涨弹

性大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 A 蒋秀蕾 偏股混合型 45.40  34.20   

中欧医疗健康 A 葛兰 偏股混合型 44.75  33.37   

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 赵伟 普通股票型 39.42  35.37   

大摩健康产业 王大鹏 偏股混合型 37.27  31.50   

中海医药健康产业 A 许定晴,易小金 灵活配置型 33.31  34.34   

平均涨幅 25.61  28.63   

标签 证券简称 基金经理 二级分类 
20171117- 

20180206 涨幅 

20180717- 

20181026 涨幅 

20181206- 

20190131 涨幅 

回撤控

制好 

长城医疗保健 谭小兵 偏股混合型 -9.94  -18.43  -8.99  

富安达健康人生 李守峰,纪青 灵活配置型 -6.19  -19.86  -12.70  

华宝医药生物 光磊 偏股混合型 -6.77  -25.10  -8.80  

东吴智慧医疗量化策略 秦斌 灵活配置型 -7.35  -22.34  -12.08  

易方达医疗保健 杨桢霄 偏股混合型 -7.76  -22.37  -12.75  

平均跌幅 -9.81  -25.45  -12.81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截止时间：2019年 3月 31日 

3）子板块切换能力 

医药生物行业中的各板块分化较大，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弹性较大，

而中药板块弹性较小，因此在仓位和主题集中度相近的情况下，子板块

切换能力是决定基金业绩的重要因素。我们基于现任基金经理的任职期，

将其季报前十大重仓的子板块分布百分比化，假设持有一季度不变，计

算基金经理在任职期子板块切换贡献的超额收益。在管理该基金两年以

上的基金经理中，大摩的王大鹏，中欧的葛兰，华润元大的袁华涛、陈

剑波，易方达的杨桢霄和国投瑞银的张佳荣在这一方面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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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医药主题基金子行业切换能力 TOP5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基金经理 基金成立日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002708.OF 大摩健康产业 王大鹏 2016/6/30 混合型基金 偏股混合型基金 

003095.OF 中欧医疗健康 A 葛兰 2016/9/29 混合型基金 偏股混合型基金 

000646.OF 华润元大医疗保健量化 袁华涛,陈剑波 2014/8/18 混合型基金 偏股混合型基金 

110023.OF 易方达医疗保健 杨桢霄 2011/1/28 混合型基金 偏股混合型基金 

000523.OF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 张佳荣 2014/2/25 混合型基金 灵活配置型基金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截止时间：2018 年 12月 31日 

4）换手率 

从平均持仓时间的角度来看，医药主题基金在窄幅波动的 2017年平

均换手率为 372%，而在波动较大的 2018 年平均换手率升高到 468%。采

用量化策略的医药主题基金换手较高，2017 和 2018 两年换手率均值超

过 1000%的有 3 只产品，分别为东吴智惠量化策略、长城医疗保健和华

润元大医疗保健量化；而换手率较低的产品平均持仓时间达到 9 个月至

1年，分别为嘉实医疗保健、华夏医疗健康和易方达医疗保健。 

表 5 医药主题基金换手率 TOP3和 BOTTOM3 

标签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基金成立日 二级分类 2018年换手率 2017年换手率 

高换手率 

002919.OF 东吴智慧医疗量化策略 2016/8/11 灵活配置型基金 2336% 850% 

000339.OF 长城医疗保健 2014/2/28 偏股混合型基金 2015% 1073% 

000646.OF 华润元大医疗保健量化 2014/8/18 偏股混合型基金 928% 1218% 

低换手率 

000711.OF 嘉实医疗保健 2014/8/13 普通股票型基金 89% 92% 

000945.OF 华夏医疗健康 A 2015/2/2 偏股混合型基金 114% 91% 

000831.OF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 2014/11/18 普通股票型基金 162% 103%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截止时间：2018 年 12月 31日 

5）基金经理经验值 

医药主题作为一个专业壁垒较高的主题，如果有相关学术和从业背

景，对于基金经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公开资料显示，投资年限

较长且有医药相关背景的基金经理有周瑞（汇添富）、林材（新疆前海联

合）、蒋秀蕾（融通）、赵蓓（工银瑞信）、王大鹏（大摩）、李佳存（招

商）和陈斌（华夏）。（基金经理详细资料见附录） 

表 6  基金经理信息 

基金经理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投资年限 从业背景 

周睿 470006.OF 汇添富医药保健 A 7.09 

曾任珠海恒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部门主管、上海海济医药生物有限公

司市场部副经理、上海科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通证券研

究所医药行业研究员 

林材 003581.OF 新疆前海联合国民健康 5.25 上海市医药工业研究院研究员 

蒋秀蕾 161616.OF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 A 5.19 药物化学硕士 

赵蓓 000831.OF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 4.38 医药行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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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鹏 002708.OF 大摩健康产业 4.20 医药行业研究员 

李佳存 000960.OF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 4.18 医药行业研究员 

陈斌 000945.OF 华夏医疗健康 A 4.17 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学博士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截止时间：2019年 3月 31日 

四、主要结论 

1、医药行业成长性佳，长期累计回报高 

2013年至今，医药生物行业累计涨幅为 111.6%，年化涨幅为 12.7%，

超越上证总是的 36.2%和 5.1%。医药生物行业总共包括 6 个子版块，化

学制药、中药、生物制品、医药商业、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其中医疗

服务的涨幅最大（累计 328.9%，年化 26.2%），其次为生物制品（累计

211.0%，年化 19.9%），中药板块的涨幅最小（累计 50.4%，年化 6.8%）。 

2、指数型产品：纯被动型产品数量居多，跟踪指数内涵丰富、内部分化 

指数型的医药生物主题基金共计 25 只，其中 20 只为纯被动指数型

产品（另有 3只联接基金），剩下 2只为增强指数型产品，其中纯被动产

品在数量和规模上占据绝对优势。纯被动型产品中，广发中证全指医药

卫生 ETF 规模最大，易方达沪深 300医药卫生 ETF收益风险比较高；增

强型产品中，银华中证全指医药卫生增强相较指数的超额收益显著。 

3、主动股混型产品：精选资产代表性和行业代表性强的产品 

在 44只符合定义的主动管理的医药主题基金中，符合平均仓位 80%

以上，平均“纯度”90%以上，资产代表性和行业代表性强的基金共 15

只，这些产品上涨弹性较好的是中海医疗保健、中欧医疗保健和农银汇

理医疗保健主题，回撤控制较好的是易方达医疗保健、国投瑞银医疗保

健行业和上投摩根医疗健康，基金经理有相关从业背景的是中欧医疗健

康、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易方达医疗保健和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 

表 6 医药生物主题基金代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基金类型 成立日 基金经理 特点 

512010.OF 易方达沪深 300医药卫生 ETF 被动指数 2013-09-23 余海燕 追踪指数收益风险比高，跟踪误差小，日常费率低 

159938.OF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ETF 被动指数 2014-12-01 陆志明，霍华明 规模大，跟踪误差小，日常费率低 

005112.OF 银华中证全指医药卫生增强 增强指数 2017-09-28 秦锋 相对指数超额收高 

003095.OF 中欧医疗健康 A 偏股混合 2016-09-29 葛兰 
稳定高仓位，医药行业比例高，上涨弹性佳， 

基金经理有专业背景 

110023.OF 易方达医疗保健 偏股混合 2011-01-28 杨桢霄 
稳定高仓位，医药行业比例高，控制回撤能力好， 

换手率低，基金经理有专业背景 

000523.OF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 灵活配置 2014-02-25 张佳荣 
稳定高仓位，医药行业比例高， 

子板块切换能力较强，基金经理有专业背景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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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指数型医药生物主题基金 

类型 样本范围 跟踪指数 基金名称 
规模 

（亿） 

年化跟踪

误差(%) 

日常费

率(%) 
备注 

被动指

数型 

沪深 300 沪深 300医药卫生指数 易方达沪深 300医药卫生 ETF 4.75 1.10 0.60  

沪市 上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 华夏上证医药卫生 ETF 0.72 1.26 0.60  

中证 500 中证 500医药卫生指数 南方中证 500医药卫生 ETF 0.40 1.59 0.60  

中证 800 

中证医药卫生指数 

汇添富中证医药卫生 ETF 1.23 0.48 0.60  

鹏华中证医药卫生 0.49 1.73 0.90  

嘉实中证医药卫生 ETF 0.12 1.75 0.60  

中证 800制药与生物科

技指数 
信诚中证 800医药 1.43 2.45 1.22 制药与生物科技 

A股 
 

中证全指医药卫生指数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ETF 16.96 0.70 0.60  

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 19.03 1.97 1.20  

中证医药 100指数 
国联安中证医药 100A 14.80 2.34 1.00  

天弘中证医药 100A 3.70 1.63 0.60  

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 申万菱信医药生物 3.85 1.83 1.22  

中证细分医药产业主题

指数 
华安中证细分医药 ETF 0.84 0.99 0.60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

科学等 

中证互联网医疗主题指

数 
汇添富中证互联网医疗 A 0.52 1.70 0.85 

医疗信息化、智能化提

供硬件、软件或服务 

中证申万新兴健康产业

主题投资指数 
申万菱信新兴健康 0.45 2.06 1.22 

医药健康、医疗健康、

及健康服务业务 

中证医疗指数 
华宝中证医疗 3.28 3.66 1.22  

广发中证医疗 1.43 2.87 1.20  

中证精准医疗主题指数 汇添富中证精准医疗 A 3.37 4.10 0.85 精准医疗 

国证生物医药指数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 3.11 4.78 1.22  

中证健康产业指数 前海开源中证健康 2.55 14.51 1.20 
医疗保健、食品安全、

环保 

联接基

金 

沪深 300 沪深 300医药卫生指数 
易方达沪深 300医药卫生 ETF

联接 
2.30 2.64 0.60  

A股 

中证全指医药卫生指数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ETF联

接 A 
10.21 1.83 0.60  

中证细分医药产业主题

指数 
华安中证细分医药 ETF联接 A 0.68 2.90 0.60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

科学等 

类型 样本范围 跟踪指数 基金名称 
规模 

（亿） 

年化超额

收益(%) 

日常费

率(%) 
备注 

增强指

数型 
A股 

中证全指医药卫生指数 银华中证全指医药卫生增强 2.76 14.76 1.20  

中证医药主题指数 富国中证医药主题指数增强 1.18 2.56 1.40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数据截止时间：2018 年 12月 31日 

注：年化跟踪误差和年化超额收益剔除 90天建仓期影响；粉底为 ETF基金；日常费率为管理费+托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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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主动管理的医药主题基金列表及标签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基金经理 
平均仓位

80%以上 

平均纯

度 90%以

上 

18 年上涨

阶段前

1/2 

18 年下跌

阶段回撤小

前 1/2 

基金经

理年限 

是有否相

关从业背

景 

163001.OF 长信医疗保健行业 左金保 否 是 是 否 4.06 否 

470006.OF 汇添富医药保健 A 周睿 是 否 是 否 7.09 是 

110023.OF 易方达医疗保健 杨桢霄 是 是 否 是 2.62 是 

240020.OF 华宝医药生物 光磊 否 是 否 是 3.99 否 

399011.OF 中海医疗保健 许定晴,易小金 是 是 是 是 9.09 否 

161616.OF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 A 蒋秀蕾 是 否 是 否 5.19 是 

050026.OF 博时医疗保健行业 A 葛晨 是 是 - 是 0.98 否 

000220.OF 富国医疗保健行业 于洋 否 否 - 是 1.44 否 

000523.OF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 张佳荣 是 是 否 是 3.34 是 

000339.OF 长城医疗保健 谭小兵 否 是 否 是 3.16 否 

000711.OF 嘉实医疗保健 齐海滔 是 是 是 否 8.54 否 

000646.OF 华润元大医疗保健量化 袁华涛,陈剑波 是 是 否 否 3.55 否 

000780.OF 鹏华医疗保健 金笑非,郎超 是 否 否 是 2.78 否 

000831.OF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 赵蓓,谭冬寒 否 否 否 否 4.38 是 

000878.OF 中海医药健康产业 A 许定晴,易小金 否 否 是 否 9.09 否 

000727.OF 融通健康产业 万民远 是 否 是 否 2.60 是 

000960.OF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 李佳存 是 否 是 否 4.18 是 

000945.OF 华夏医疗健康 A 陈斌 否 是 否 是 4.17 是 

000913.OF 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 赵伟 是 是 是 否 1.79 是 

519171.OF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 陈蔚丰 是 否 是 否 3.86 是 

001230.OF 鹏华医药科技 金笑非 是 是 是 否 2.78 否 

001417.OF 汇添富医疗服务 刘江 否 是 是 否 3.79 是 

001558.OF 天弘医疗健康 A 刘盟盟,郭相博 是 是 - - 1.21 是 

001766.OF 上投摩根医疗健康 张一甫 是 是 - 是 2.21 否 

001861.OF 富安达健康人生 李守峰,纪青 否 否 否 是 3.27 是 

001915.OF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 曹潜,郝淼 是 否 - - 1.13 是 

002300.OF 长盛医疗行业 王超 否 是 否 是 7.33 否 

001717.OF 工银瑞信前沿医疗 赵蓓 否 否 否 否 4.38 否 

001645.OF 国泰大健康 徐治彪 是 否 否 是 3.28 是 

002408.OF 中信建投医改 刘宁 否 是 否 是 2.99 否 

002708.OF 大摩健康产业 王大鹏 否 是 是 否 4.20 是 

002264.OF 华夏乐享健康 陈斌 否 是 是 是 4.17 否 

002919.OF 东吴智慧医疗量化策略 秦斌 否 否 否 是 2.74 否 

003095.OF 中欧医疗健康 A 葛兰 是 是 是 否 3.74 是 

003581.OF 新疆前海联合国民健康 林材 否 否 - 是 5.25 是 

004075.OF 交银医药创新 楼慧源 否 是 - - 0.56 是 

004683.OF 建信高端医疗 潘龙玲 是 是 否 否 3.01 是 

004851.OF 广发医疗保健 吴兴武 是 是 - - 4.14 否 

004905.OF 华泰柏瑞生物医药 徐晓杰 是 是 - 否 3.89 是 



                                                     基金专题报告 

 

 

重要提示：请务必阅读尾页分析师承诺和免责条款                                                   12 

005043.OF 国寿安保健康科学 A 张琦,刘志军 否 否 - 是 8.42 否 

005237.OF 银华医疗健康 A 马君 是 是 - 否 6.58 否 

005176.OF 富国精准医疗 于洋 否 是 - 是 1.44 是 

005303.OF 嘉实医药健康 A 颜媛 否 是 - 否 3.38 是 

005520.OF 国投瑞银创新医疗 张佳荣,汤海波 是 否 - - 3.34 否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数据截止时间：2019年 3月 31日 

注 1：18年上涨阶段指 2018年 2月 7日至 7月 16日；18年下跌阶段指 2018年 7月 17日至 10月 26日 

注 2：仅关注现任基金经理任职期间 

 

附录 3基金经理相关从业经历 

基金经理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投资年限 相关从业背景 

周睿 470006.OF 汇添富医药保健 A 7.09 

曾任珠海恒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部门主管、上海海济医药生物有限公

司市场部副经理、上海科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通证券研

究所医药行业研究员 

林材 003581.OF 新疆前海联合国民健康 5.25 上海市医药工业研究院研究员 

蒋秀蕾 161616.OF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 A 5.19 药物化学硕士 

赵蓓 000831.OF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 4.38 医药行业研究员 

王大鹏 002708.OF 大摩健康产业 4.20 医药行业研究员 

李佳存 000960.OF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 4.18 医药行业研究员 

陈斌 000945.OF 华夏医疗健康 A 4.17 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学博士 

徐晓杰 004905.OF 华泰柏瑞生物医药 3.89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博士 

陈蔚丰 519171.OF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 3.86 医药行业研究员 

刘江 001417.OF 汇添富医疗服务 3.79 医药行业研究员 

葛兰 003095.OF 中欧医疗健康 A 3.74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 

颜媛 005303.OF 嘉实医药健康 A 3.38 8年医药投研经验 

张佳荣 000523.OF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 3.34 清华大学生物学硕士 

徐治彪 001645.OF 国泰大健康 3.28 医药行业研究员 

李守峰 001861.OF 富安达健康人生 3.27 医药行业研究员 

潘龙玲 004683.OF 建信高端医疗 3.01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药品临床研究员、凯为斯医药咨询公司药品临

床研发项目经理 

杨桢霄 110023.OF 易方达医疗保健 2.62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医药行业研究员 

万民远 000727.OF 融通健康产业 2.60 生物医学博士 

赵伟 000913.OF 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 1.79 
葛兰素史克(上海)医药研发有限公司药物化学部助理研究员、医药研

究员 

于洋 005176.OF 富国精准医疗 1.44 医药行业研究员 

刘盟盟 001558.OF 天弘医疗健康 A 1.21 葛兰素史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销售行政主管 

郭相博 001558.OF 天弘医疗健康 A 1.21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门主管 

楼慧源 004075.OF 交银医药创新 0.56 浙江大学应用生物科学学士、医药研究 

郝淼 001915.OF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 0.21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中国科学院任助理研究员，

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科研工作；平安证券医药研究员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数据截止时间：2019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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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分析师 田慕慧 俞辰瑶 

本人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师的

研究观点。此外，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

间接相关。 

 

公司业务资格说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是具备协会会员资格的基金评价机构。 

 

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息未经任何更

新，也不保证本公司作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

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作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公司及其关

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或财务顾问

服务。业绩表现数据仅代表过去的表现，不保证未来结果。投资收益和本金将随市场波动，当出售证券资产时可能发生

损益。当前的表现可能会高于或低于那时引用的数据。 

本报告版权归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获得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

形式的发布、复制。如遵循原文本意地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