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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分论坛演讲

第四届中国机构投资者峰会暨财富管理国际论坛·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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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广发基金公司总经理林传辉：

恪守资管行业本源 认真践行资产管理人职责

近两年， 泛资管业务的发展使得基金行业的投资者
结构机构化趋势持续增强， 而机构资金往往具有负债属
性和期限要求，常以获取当期绝对收益为目标，因此基金
行业在投资策略上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固定收益 +” 策
略、新股申购策略、市场中性等量化策略，在近两年都得
到了较好的发展。
中国基金报记者 方丽
“
在泛资管时代统一监管大趋势下，
基金公司更应该恪守资产管理行业本
源，认真践行资产管理人职责，迎接行业
繁荣发展。 ”广发基金总经理林传辉在 5
月 12 日举行的“
第四届中国机构投资者
—去杠杆控
峰会暨财富管理国际论坛——
风险 财富管理机构变局”做了相关主题
演讲。
在泛资管时代基金公司恪守资管行
业本源，林传辉给出了三大方向。第一是
要加强风险控制， 特别是防控流动性风
险； 第二是基金公司要丰富底层资产的
供给， 满足投资者差异化的风险收益需

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基金行业总规模 26
万亿元，公募基金中债券、货币等固收类
产品发展速度超越主动股票基金。
第二个特点是泛资管行业融合，
推动基金行业丰富产品形态， 提升风
险控制能力。林传辉表示，近两年，泛资
管业务的发展使得基金行业的投资者
结构机构化趋势持续增强，而机构资金
往往具有负债属性和期限要求，常以获
取当期绝对收益为目标，因此基金行业
固
在投资策略上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
定收益+”策略、新股申购策略、市场中
性等量化策略， 在近两年都得到了较
好的发展。
林传辉表示，同时，由于机构资金规
模大且行为一致性强， 基金公司相应提
高了流动性管理的意识和能力。而且，机
构委托资金大量投资于债券类资产，对
基金公司信用风险管理、 利率风险管理
也提出更高要求， 推动基金公司加强了
信用研究能力、交易能力的培育。
第三个特点是基金行业以专业的投
资能力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业绩回报。
2015 年以来，机构投资者配置较多的固
定收益产品业绩良好， 债券类基金近两
年年化收益率 7.8%，超出 3 年期限银行
定存基准利率 5.05%；打新、量化对冲基
金也取得了良好的收益。 基金公司以自
身的专业能力， 较好地满足了持有人资
产保值增值的需要。

其次是要加强产品供给、 丰富产品
类型， 满足投资者差异化的风险收益需
求。林传辉表示，基金公司要丰富底层资
产的供给， 为具备资产配置能力的专业
机构客户提供风险收益特征明晰且多元
的底层产品选择。一是细化股票、债券等
主流投资品种的布局，在不同经济周期、
不同市场环境下为客户提供合适的投资
工具； 二是加大 REITs 等另类产品开
发，满足投资者多元资产配置需求；三是
增强绝对收益策略培育与获取能力。 对
于尚不具备资产配置能力的客户， 基金
公司要推出 FOF 等配置型产品，降低波
动率，帮助投资者实现长期稳定的收益。
最后， 林传辉进一步强调，“
受人之
托，代人理财”是基金行业发展的本源，

恪守资产管理行业本源
迎接行业繁荣发展
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基金公司要恪
守本源，认真践行资产管理人职责。

大发展时代基金业顺时应变
“
近几年资产管理行业进入泛资
管时代，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资管
机构竞相多元化发展， 去年底全市场
资产管理规模约达 118 万亿元， 资产
管理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发展最迅速的
领域。 ”林传辉首先表示，伴随进入泛
资管时代，整个基金行业也随之变化，
并呈现出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各类资管机构合作
加强，行业管理规模得以快速发展。数

其特点一是受托管理， 持有人利益高于
公司和股东利益；二是专业理财，利用自
身的投资专长帮助各类客户实现资产保
值增值。在统一监管环境下，基金公司更
要恪守本源。
“
一方面，勤勉尽责，切实发挥基金
公司标准化资产主动管理能力较强，基
金产品工具属性强、透明度高的优势，为
持有人提供专业的资产管理服务。 另一
方面，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管理理
念， 通过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和科学的投
资管理流程，积极发掘优质的公司，把资
金配置到好公司上， 推动资产管理与服
务实体经济有机结合， 让全体持有人共
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赋予行业持久的生
命力。 ”林传辉表示。

数据来源：基金业协会、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等

林传辉反复强调， 在大资管变革时
代，基金管理人要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
资的管理理念，赋予行业持久的生命力。
如何恪守资管行业本源， 林传辉的建议
主要有三个方向。
首先是要加强风险控制， 特别是防
控流动性风险。 林传辉表示这体现在两
个方面：投资方面，基金公司要加强流
动性风险管理，并通过类属配置比例控
制、加强信用研究等方式，提升风险管
理能力；产品方面，应严格按照监管要
求， 在设计过程中进行客户集中度管
理，防范大额资金进出对基金产品运作
产生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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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公司董事长窦玉明：

深耕团队协同 在价值投资最好的时代

A 股市场投资情绪低迷， 但越是看似低迷的市场环
境，越是孕育价值投资的沃土。 而眼下正是价值投资最合
适的时期。 在这样的市场中，短期投资逐渐无利可图，而通
过价值投资分享上市公司利润来获利的长期投资方式则
颇为可行。
中国基金报记者 应尤佳
“
当下是 A 股史上又一个极度适合
价值投资的时代， 是二级市场投资的黄
金时期。”在第四届中国机构投资者峰会
上，中欧基金董事长窦玉明指出，在当前
的“
价值投资 2.0”时代，“
个人对决”的传

统投资模式已经难以长期为继， 团队
协同能力是机构投资者的核心竞争
力。只有团队高效协同，才能使投资更
接近本源，提高决策胜率，为投资者创
造长期价值。
近期，A 股市场投资情绪低迷，但
在窦玉明看来， 越是看似低迷的市场

环境， 越是孕育价值投资的沃土。 而眼
下，正是价值投资最合适的时期。在这样
的市场中，短期投资逐渐无利可图，而通
过价值投资分享上市公司利润来获利的
长期投资方式则颇为可行。 其实， 早在
2005 至 2006 年期间，A 股市场也曾迎
来一段价值投资黄金期， 为当时的市场
参与者创造了不少收益。然而十年后，当
践行者们重举价值投资的大旗， 发现市
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进入价值投资 2.0 时代， 窦玉明认
为，如今的市场估值正在不断回落，好公
司持续涌现， 许多优质个股已经具备了
长期投资价值。 而伴随市场中机构投资
成长
者数量的大幅增加，分享上市公司“
收益”的理念获得认同，加之监管趋严，
市场越来越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投资要
走正路，才是最好的选择。
窦玉明指出，二级市场的上市公司已
经形成较稳定的现金流和竞争格局，一批
优秀的企业家、 有能力的企业逐步显现，
不少行业出现寡头垄断迹象，行业红利向
龙头公司集中。 尽管有的上市公司大股东
作为市场中的“
超级投资者”，成为机构投
资人最强劲的对手，但这并不会改变“
二
级市场迎来投资黄金期”的大格局。
作为机构投资者，如果说在“
价值投
资 1.0”时代获得超额收益，还能依靠明星
基金经理的知识储备、从业经验和投资理
念；那么在“
价值投资 2.0”时代，这种传统
的“
个人对决”模式已难以为继。与十年前
相比，如今基金经理的人数大大增加，基
金经理单兵作战很难脱颖而出， 借鉴国
外优秀公司的经验可以看到，“
业绩比
拼”的本源，是投研团队之间协同能力的
较量。 亦如一千多年前的罗马军团，其所
向披靡，靠的就是集体协同作战的能力。
同样在 A 股市场，团队协同能力将
成为价值投资 2.0 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在窦玉明看来， 提高整个团队的投资能
力， 是在提高团队成员个人能力的基础
上，建立起集体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
念、严谨的流程、协作的文化，以及具有
协同效应的好制度。 优秀的平台不仅能

吸引并保留顶尖人才， 还能促进他们之
间高质量的互动沟通， 在信息共享中接
近投资的本源，提高投资胜率；在集团化
作战中成为上市公司的良性股东， 并为
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

在“价值投资 2.0” 时代，传统的“个人对决” 模式难以为
继。 团队协同能力将成为价值投资 2.0 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