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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创新发展中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4

）———敬业奉献篇

“基”石永驻，光环背后的基金人

这是一个处于光环下的行业， 掌

管社会

3

万多亿财富， 洞察资本市场

风云变幻； 这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行

业， 被外界贴上了体面、 高薪的标

签； 这更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行业，

人们惯于看到基金业光鲜亮丽的外

表， 却忽略了众多普通而尽职的基金

人辛勤的付出。

基金行业是一个依靠整体的制度

设计来保障持有人利益的行业。 不同

的岗位、 不同的分工形成一个有机的

整体， 以流程保证规范运作、 业绩稳

定和风险控制， 流程上的每个环节都

不可或缺。 正是靠每个环节上基金人

的勤勉尽责， 持有人的利益才得到最

终保证。

冲锋在一线的投资团队孜孜不

倦， 以高强度的工作负荷支撑着独立

的投资决策； 营销团队不辞辛劳，

“唱着走天涯”， 车马劳顿地奔走， 向

渠道、 客户传递着基金投资理念； 监

察稽核部门则是那些尽职尽责为投资

者看守球门的人； 而默默付出的后台

部门早忘记了 “朝九晚五” 的生活。

诚然， 近些年， 基金行业的发展

遭遇 “成长的烦恼”， 基民的抱怨、

媒体的质疑， 以及行业自身暴露出来

的种种问题， 无不在侵蚀着基金从业

人员的职业自豪感和幸福感。 不过，

“岁不寒， 无以知松柏； 事不难， 无

以知君子”， 基金行业拥有着一大批

心怀使命感的中流砥柱。 让我们走近

他们， 看看这些基金人最真实的工作

状态。 他们只是众多勤奋基金人的代

表， 正是他们的勤奋与坚韧、 敬业与

奉献， 让基金业的明天值得期待。

投研———

镁光灯的背后

在这个打理着

3

万多亿财富的行

业，

600

多位基金经理是万众瞩目的

焦点。 他们被外界视为 “金领” 群

体，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每天超长

的工作时间和高强度的工作负荷； 他

们的一举一动均受到市场的高度关

注， 这凸显了他们的重要性， 但同样

也是巨大压力的源头。

每天早晨

7

点甚至更早， 基金经

理们就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做好准

备， 迎接新一天的市场风云变幻。 而

当夜幕降临， 白日喧嚣的人群散去

后， 依然能见到很多基金经理伏案工

作的身影。 如果留意他们的行踪， 人

们会惊讶地发现， 其实基金经理们的

工作地点无处不在： 饭桌上的交流是

家常便饭， “空中飞人” 般频繁出差

调研是稀松平常， 即便回到家里， 也

并不意味着休息的开始， 邮箱里动辄

数百上千封新邮件等待着他们逐一浏

览， 研究报告、 宏观数据以及各种信

息的轮番 “轰炸” 常常让他们凌晨才

能离开电脑。 他们中的不少人， 为了

工作不得不与家人两地分隔， 半个月

甚至更久才能与家人团聚一次。

基金经理如此， 相对年轻的研究

员更是 “不是在调研， 就是在准备调

研的路上”。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机

械行业女研究员告诉记者， 平均下来

她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在外出差，

经常是白天正常上班， 晚上背个双肩

包带上电脑匆匆赶往机场或者火车

站， 深夜时分到达目的地。 简单安顿

下， 第二天一早就去上市公司交流。

有些公司地处偏远， 饮食和住宿条件

简陋， 自己虽然是个女孩子但也顾不

上这些。 而留在上海的另外半个月时

间里， 每天晚上等到上市公司公告发

布之后，

8

点至

12

点是雷打不动的

浏览、 点评公告时间， 而第二天早晨

7

点不到又得起床准备上班。 如果是

年报、 季报密集期， 甚至可能会忙上

一个通宵。

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增强收益债

券基金经理陆文磊表示， 投资是一种

非常辛苦的工作， 一分努力一分收

获， 没有捷径可走。 作为基金经理需

要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 在

每一天工作过程中， 需要接触大量信

息， 阅读大量研究报告， 并且还需要

经常与客户和同行进行交流， 只有这

样才能跟上市场的动向。

在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和压力下，

不少基金经理未到不惑之年就已早生

白发、 青春不再， 甚至牺牲了自己的

身体健康。 至今， 基金业还在为上投

摩根基金管理公司投资总监孙延群的

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 这位忠厚正

直、 勤勉尽责的基金经理， 在管理上

投阿尔法基金的

3

年多时间里， 为投

资人带来了近

300%

的回报， 自己却

因为长期从事高强度工作， 仅仅

41

岁就因为消化道出血、 失血性休克而

离开了人世。 他的同事回忆说， 孙延

群特别注意研究上市公司基本面， 可

谓是事无巨细， 特别透彻。 不过， 或

许是这种敬业的工作作风使他的身体

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下。 他实际

上早就患有胃病， 但为了工作时常无

法准点吃饭。

之所以如此忘我工作， 许多基金

经理都表示， 正因为持有人的重托是

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一位从业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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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基金经理和记者说起， 虽然

事隔多年， 他一直记得一位普通基民

在

2008

年写给他的信， 这是一位普

通的工人， 瞒着家人将毕生积蓄

10

万元在

2007

年牛市高点时买了几家

基金公司的基金， 而这个并不富裕的

家庭有孩子要读书， 有老人要赡养。

这封信对他触动很大， 他此后多年的

基金经理生涯， 一直都谨记自己买卖

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存在的家

庭， 自己的每一个投资决策都关系着

诸多家庭的生活质量， 因此不能有半

分懈怠， 必须尽自己最大能力挖掘机

会、 控制风险， 降低基金投资业绩的

波动性， 改善客户长期持基的体验。

类似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少， 一

家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时常安排基金

经理去和基民交流， 让他们真切地感

受到基民给予基金经理的信任和重

托。 他认为， 对于旨在服务大众的公

募基金， 责任感重之又重。 没有责任

感， 就不能客观地判断市场， 会缺乏

应有的风险意识， 也不具备良好的执

行力， 自然也就不够资格担任一名创

造业绩、 责任重大的基金经理。

监察稽核———

当好持有人利益的守门员

聚光灯追逐着基金经理， 对于大

多数持有人而言， 监察稽核是陌生而

遥远的名词。 殊不知， 正是监察稽核

部门里一群陌生而遥远的人， 忠实地

履行着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卫士职责。

在每个基金公司， 都会设置一个

部门履行内部稽核职能， 以独立、 客

观、 公正的精神执行内部的监察稽核

工作， 检查、 评价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的合法性、 合理性、 完备性和有效性；

检查、 监督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

况， 警示公司内部管理及基金运作中

的风险， 提出整改意见并监督落实；

检查公司各项报告、 报表、 统计资料、

记录及公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等等。 “可以说， 监察稽核部门守

护着基金公司安全运作的生命线。”

如果说警察是社会治安的维护

者， 消防员是人民生命与财产的保护

者， 那么基金监察稽核人员就是持有

人利益的守门员。 尽管与投资、 销售

等前台部门相比， 他们没有冲锋陷

阵、 抛头露面的机会， 也不能带领团

队力拔头筹、 加分进球， 但是他们却

始终站在团队的大本营里， 积极地关

注着赛场上的一切， 并时刻准备着将

违规事项拒之门外。

“监察稽核部对人员要求很高，

他们必须熟悉法律、 金融、 财务或审

计等诸多领域， 熟知从投资、 研究、

交易到宣传、 销售、 客服， 再到

IT

、

运营、 财务等各个环节及各个流程的

风险点， 跟踪从投资到销售的诸多业

务环节。” 银华基金管理公司监察稽

核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监察稽核

部的岗位从设立开始， 就以保护持有

人利益为使命———负责维护公司合规

形象， 保护持有人利益， 最终促成公

司与持有人双赢。

几乎每一个业务环节都有监察稽

核部的介入： 基金合同在形成之初，

要经过监察稽核部门多次复核与修

改； 基金募集时， 监察稽核部随时提

供信息披露支持并持续关注宣传材料

的合法合规性； 基金投资过程中， 监

察稽核部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建仓期

限、 投资范围、 投资比例等限制， 并

随时应对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 基金

估值的准确、 及时性与持有人利益紧

密相关， 也是监察稽核工作的着重

点； 当涉及一些客户投诉时， 监察稽

核部也会与业务部门一同协调解

决———有时候， 监察稽核部被戏称是

个无处不在、 无孔不入的部门。

“其实， 我们监察稽核部比投资

者更关注确保基金资产安全。” 基金

公司监察稽核部工作人员表示， 比如

“老鼠仓”、 关联交易、 资金安全、 持有

人信息保密、 基金分红……因为这些不

仅与基金公司的合规发展休戚相关， 更

与持有人利益紧密相连。

这个部门的辛劳也并不为很多人所

知。 在基金报告披露期， 信息披露岗的

工作人员都会忙得脚不沾地。 在银华基

金供职的小尚， 去年一年完成了包括

23

只基金的年报、 半年报、 季报、 更

新招募书在内的定期报告及临时信息披

露公告总计约

450

份； 为了让投资者在

第二天早上第一时间看到更新的公告，

小尚经常在公司加班直到与媒体反复确

认后才回家， 第二天又早早来到公司查

看报纸和网站上的公告是否清晰、 完

整。 法律事务岗的小姜是个柔弱的女孩

子， 却承担了包括新基金、 年金、 专户

等新产品法律文件的复核工作共计

130

余份、 日常合同的审核共计

400

余份以

及

30

余起重要的法律咨询， 并多次为

公司内部员工开展合规培训。

上投摩根的翁文阑也是众多默默付

出者的一员。 这位基金业唯一获得

“

2011

年上海市金融业反洗钱工作先进

个人” 的女孩， 凭借自己惊人的毅力和

不懈的努力， 短短五年间， 从懵懂到精

通， 成为上投摩根监察稽核部的骨干。

在基金业反洗钱工作刚刚起步， 尚未有

可借鉴之处的时候， 翁文阑在短时间内

让自己成为了反洗钱 “专家”， 在督察

长和部门主管积极指导下执笔起草了上

投摩根公司各项反洗钱制度和反洗钱操

作流程。 在各部门同事的配合下， 翁文

阑主导在行业内较早地制定了有行业特

色、 较为完善、 具有可操作性的可疑交

易筛选标准。 之后， 其他一些基金公司

以此为蓝本， 建立了各自适合的标准。

监察稽核部容易给外界形成 “我心

匪石， 不可转也” 的严肃权威形象， 但

事实上， 它们也深具旺盛的创新因子。

年轻的中国基金行业一路行来， 基本上

走的是一条 “西方取经” 和 “摸着石头

过河” 的路径， 其监管理念、 监管方法

在不断变迁中丰富与完善， 客观上要求

基金公司的监察稽核部门要始终保持创

新心态。 比如， 为了不断提升公司的内

控管理水平， 南方基金管理公司监察稽

核部在公司督察长的带领下

,

早在

2009

年便开始推进

SAS70

（美国审计准则

70

号） 内部控制报告项目， 经过一年

多的努力， 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1

年

3

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

SAS70

内部控

制报告， 南方基金的内控水平也得以快

速提升。

营销———

给客户一个肩膀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基金业最劳碌奔

波的， 每当新基金发行， 他们便天南地

北、 四海为家， 期间的辛酸与劳累， 一

言难以蔽之；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基金业

最热忱盛情的， 时常在晚上

11

点还接

听咨询电话， 耐心解答客户的疑问； 他

们中的一些人也是基金业最具创意和才

情的， 用深入浅出、 别出心裁的方式向

投资者传播投资理念……

销售、 客服、 市场等岗位组成了基

金公司的营销部门， 投资者正是透过他

们了解、 购买基金并获得后续服务。 近

两年

A

股市场整体表现低迷， 基金持

有人对于投资前景有了更多的困惑和不

解， 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 基金公司营

销人员相比往年更加忙碌了。

近两年

A

股市场整体表现低迷，

资产频频缩水使基金持有人对投资前景

产生困惑。 正如广发基金管理公司分管

营销的副总经理肖雯所言， 当市场波动

的时候， 投资者往往压力很大， 此时他

们最需要得到帮助， 基金公司在市场低

迷期更应该给客户一个肩膀， 和投资者

一起共渡难关。 基金公司不仅提供产

品， 也应提供一种与客户共同面对市场

波动的投资体验。 为此， 肖雯和她的市

场部团队曾在

2008

年和

2012

年举行过

两轮与投资者的 “心桥之旅”， 每年在

全国各地面向投资者开展的交流会和沙

龙不下千场。 为了配合各地的工作， 肖

雯一年中有大半的时间在外出差， 同事

稍不留神她就又 “飞” 走了。

事实上， 各家基金公司的渠道经理

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凌晨从一个城市辗转

至另一个城市， 只为了更好地配合客户

的日程和需求。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公司

渠道部区域经理小温回忆说，

2008

年在

山西做渠道走访， 从临汾到大同坐了半

夜的火车， 凌晨

6

点多到达酒店， 上午

9

点准时拜访渠道。

2011

年下半年专户

产品发行的时候， 为了能与一位客户有

面对面的交流， 他一直等候到晚上

12

点， 最终让客户对此产品有了全面的了

解。 印象最深刻的是

2009

年组织并参

加北京金融博览会， 由于客户交流比较

多， 在会场忙了四天的他过度劳累， 胃

病复发导致胃出血， 在北京医院住院。

像小温这样轻伤不下火线， 始终坚

持战斗在基金销售一线员工， 在基金行

业不胜枚举， 汇添富基金也流传着一则

“拄着拐杖跑渠道” 的故事。 销售部门

的一位员工， 在出差前夜腿部意外受

伤， 血流不止， 连夜被同事送到医院缝

了十多针， 医生建议他卧床休息。 他却

考虑到已经排了整整一个多星期的渠道

拜访活动， 未遵医嘱， 强忍着伤痛跛脚

出发， 竟以每天一个城市的频率坚持跑

遍了广西、 云南地区。

南方基金副总经理朱运东介绍，

“举办客户沙龙是渠道工作中最常见的

形式， 也是拉近客户距离， 向客户传递

科学投资理念的有效形式， 特别对于投

资资讯相对匮乏的二三线城市， 尤其是

一些偏远的郊区县城， 更加需要我们将

最新的市场资讯和先进的理财观念送到

他们身边”。 南方基金营销团队人员在

他们内部交流的

CRM

系统里， 用饱蘸

深情的笔触这样写道： “哈尔滨的冰天

雪地中留下了我们坚定的足迹， 新疆的

骄阳拉长了我们前进的身影， 皇城根下

的老北京与我们畅谈着投资的乐趣， 其

实， 我们卖的不仅仅是基金。”

从事市场、 客服工作的基金人则呈

现出另一种形式的勤勉。 身为汇丰晋信

基金管理公司市场推广部总监， 何寒熙

亲自动笔， 耗时大半年完成了 《红楼理

财》 一书。 读者通过书中 “王熙凤盲目

投资权证”、 “宝玉投资股票套牢， 为

黛玉出诗集忍痛割肉” 等妙趣横生的故

事， 不知不觉中体会到基金理财的特

点。 这部作品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 先后重印五次， 销售

5

万余册， 还

“出口” 到英国、 美国、 东南亚各国。

外人很难想象， 这么成功的作品， 是在

由响个不停的电话、 大叠的办公文档所

充斥的繁忙工作之余完成的。 谈到这

个， 何寒熙也不禁感慨道， “坚持写下

来确实不容易， 有时候在外地出差， 还

得在应酬后回到宾馆写到半夜”。

由于和客户接触最多， 这些冲锋在

一线的基金营销人形成了灵敏的市场嗅

觉， 从而摸索出更能为投资人带来方便

的投资工具和方法， 基金业也因此获得

前行的动力。

2006

年， 广发基金肖雯

就在一次旅行中， 了解到台湾基金日常

申购金额中一半以上的规模都来源于定

投， 职业敏感告诉她这将是基金未来的

发展方向， 从台湾回来后她和团队便开

始了艰难的推广之路。 当时市场的反应

非常冷淡， 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却

得不到市场回应， 但肖雯坚信长期坚持

必有回报。 如今， 广发基金定投业务在

业内表现相当突出， 肖雯和她的团队功

不可没。

基金营销人也从不缺乏开拓精神和

进取意识， 国泰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梁之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2008

年

3

月加盟国泰基金之后， 梁之平开始着手

组建财富管理中心， 主要包括了专户理

财、 企业年金和投资咨询业务的市场拓

展、 产品研发、 后续服务以及相关账户

的投资管理等。 当时在基金行业， 这些

都是较新的业务， 没有太多经验可借

鉴， 许多具体事务需要 “摸着石头过

河”。 梁之平知难而上， 在管理机制上

不断创新， 率先在业内建立了事业部架

构， 强调成本核算， 重视盈利能力的打

造。 经过数年的耕耘， 国泰基金财富管

理中心团队已完成了从筹建、 运作磨合

到非公募财富管理业务的全方位突破。

长期的忙碌工作并没有压垮这些基

金行业的 “勇士”， 反而成就了一批基

金行业的 “布道者”。 就如肖雯， 长期

的市场工作使她养成了时时处处宣传基

金投资乐趣的职业习惯， 在一次媒体见

面会上， 肖雯在回答问题时情不自禁地

推广起了基金知识， 逗乐了全场记者。

后台———

那些岁月我们一起加过的班

月夜时分， 灯火阑珊， 唯有敲击键

盘和点击鼠标的声音格外清脆， 高高瘦

瘦的身影， 聚精会神的眼神， 易方达基

金管理公司注册登记部的尹明依然忙碌

在

25

楼的办公室， 而这只是一个寻常

的夜晚。

每天， 易方达基金注册登记部这个

只有

4

个人的部门要承担公司目前近

700

万客户的账户、 份额的注册登记，

还要维护

60

多家代销机构的测试工作

和日常的沟通联系， 工作量可见一斑。

和尹明一样， 在全国

72

家基金公

司， 每个夜晚都有这样一群加班忙碌的

员工， 他们包括

TA

、 基金会计、

IT

人

员等等。 “朝九晚五” 是上班族的基本

生活节奏， 但是对于基金公司的后台部

门来说， “朝九晚五” 只属于可望而不

可及的美好愿望。 为了维持这个行业的

正常运转， 他们默默放弃了夜晚与家人

共度的时光。

“能看到下午五六点钟下班时分的

太阳， 那是一年当中最美妙的事情。” 尹

明说， 通常等当天的申请数据处理完毕，

已是深夜

10

点多， 遇到代销机构申请数

据延迟或其他特殊原因， 经常会工作到

晚上

12

点或凌晨三四点， 甚至通宵。

在这个保持着创新步伐的行业， 投

资者可能意识不到， 行业内每一个创新

产品的诞生，

TA

系统都要经过反复测

试， 确保无误后才能正式上线运行， 这

背后自然离不开

TA

人员的辛劳和付出。

南方基金总经理助理、 运作保障部总监

鲍文革回忆道，

2001

年为了迎接公司首

只开放式基金南方稳健的成立， 公司着

手自建

TA

系统， 当时一切建规立制、

模式搭建等工作全得凭借自己摸索。 当

年的五一长假， 一群怀揣着激情与梦想

的年轻人没日没夜地在办公室加班、 备

战着

9

月份系统的上线。

2004

年

9

月，

市场上迎来了首只上市开放式基金

（

LOF

） ———南方积配， 为了备战这一具

有基金行业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南方

TA

团队早在一年以前， 就已经与深交

所、 中登公司联合开发设计

LOF

的基

金平台， 逐项设计

LOF

的业务流程与

实现细节， 直至最后形成完整的业务框

架。 这种 “拓荒牛” 式的工作也为行业

搭建起了一个

LOF

基金的模式， 现在

业内

100

多只

LOF

基金基本上都是按

当时南方基金

TA

团队参与设计的框架

模式运作。

与

TA

一样， 基金会计同样是份需

要极大耐心的细致工作。 银华基金运作

保障部员工介绍， 每天早上要赶在

9

点

之前读取基金产品的权益业务和上市信

息， 确保基金经理及相关部门在股市开

市前拥有准确的可用头寸数据进行一天

的投资交易； 制作

TA

业务凭证并与

TA

纸质报表核对， 确保无异常情况； 如果

当天有银行间及上清所的回购及债券业

务指令的话， 需要不断跟踪银行间交易

交收状态， 在

15

点前确保所有交易完

成交收； 当

16

点交易所数据接收后，

开始一天的估值和计算净值工作。 当普

通的上班族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基金会

计们正是最忙的时候。 而在每个节假日

的前一天， 他们都必须坚守到很晚。

而基金

IT

部门更是与公司运作息

息相关。 从早上交易员下第一笔交易指

令， 到基金会计计算当日基金净值， 再

到

TA

每天确认投资人份额等核心业务，

都离不开

IT

的支持。 至于建设功能强

大的客服系统让客服人员为投资人提供

最优的服务， 给投研团队提供投研平

台， 给市场部提供数据支持， 更显得

IT

部门是一个多面手。 银华基金一位

IT

工程师说， 基金

IT

行业有着极强的生

命力， 知识更新快， 知识量大， 这就要

求从业人员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不断充

电， 除了默默支持公司各部门的运营之

外， 他们还坚持上网学习专业知识， 关

注国际国内金融

IT

业发展动态。

（中国证券报记者 田露 李良 常仙

鹤 黄淑慧）

近些年， 基金行业的

发展遭遇 “成长的烦恼”，

基民的抱怨、 媒体的质疑，

以及行业自身暴露出来的

种种问题， 无不在侵蚀着

基金从业人员的职业自豪

感和幸福感。 不过， 基金

行业拥有着一大批心怀使

命感的中流砥柱。

翟超

/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