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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20年高端人物专访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

李克平首度解密

社保基金的投资基因———

尊重市场

回归常识

笃信常识

证券时报记者 杨波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社保

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透露，

2017

年，社保基金收益率超过

9%

。

此前的

2001~2016

年间， 社保基

金年化投资收益率

8.37%

， 累计投资

收益

8227

亿元。自

2001

年，社保基金以

795.26

亿元财政拨款启航，到

2016

年，

社保基金管理资产总额逾

2

万亿元。社

保基金这一业绩处于国际同行的领先

水平，例如，加拿大养老基金（

CPPIB

）

2006~2015

年间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7.3%

。 更为难得的是，在大起大落的

A

股市场， 社保基金的业绩表现了出色

的稳定性，

17

年的投资运作中仅

2008

年录得

-6.79%

的收益，而当年上证指

数下跌了

65%

。其余的

16

年中，社保基

金均为正收益。

作为国内成立最早、 规模最大的

上游机构投资者，社保基金对中国资本

市场的不断完善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在引导以基金为代表的资产管理机

构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和规范发展上，

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理事会首任投资部主任李克平也

备受业内敬重。他参与了社保理事会的

筹建，一手组建了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投

资团队。 他带领团队，做了大量开创性

工作， 建立了社保基金的一整套投资

体系，并在

10

多年的投资实践中，逐步

形成了适合中国市场的投资理念，尤

其是其带领团队独创的社保基金的资

产配置理念， 更是以出色的投资业绩

丰富了大型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管理方

法。

2016

年

6

月，李克平从中投公司副董

事长兼总经理任上退休。 目前，他仍是

社保基金理事大会

15

名理事之一。

在基金业成立

20

年之际，李克平接

受了证券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长达

5

个多小时的采访中， 李克平首度对媒

体讲述了他在社保基金的

11

年往事：

从社保理事会筹办到成立三年仅

有

38

人， 再到几个官员带领一帮学生

建立社保基金投资体系；

从社保理事会在山沟里进行的神

秘“选秀”，到透明化的投后管理；

从

2005

年上证指数

1000

点附近加

仓，到

2007

年

5400

点开始减仓；

从价值投资到配置管理……

李克平讲述他的所思所想、 所作

所为，不遮不掩，不矜不伐，真诚坦率，

专业严谨， 有大量的精彩故事是首度

公开， 更有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刻理

解和投资管理的真知灼见。

“选秀” 对基金行业的

正面作用

用我们认为正确的理念和方法去

做事

，

宁肯不被理解

，

也要规范运作

。

证券时报记者：

2002

年

，

社保基金

理事会第一次

“

选秀

”，

当时对投资管

理人的调查问卷主要有哪些内容

？

李克平： 这个调查问卷浓缩了社

保理事会对投资管理人的看法、要求和

需要具备的条件， 其中包括怎么去观

察、了解、透视管理人的方法和内容。当

时，业内相当强烈地认为社保的调查问

卷过于西化， 照搬国外的东西有点多

了，与中国市场脱离太远。在这一点上，

我们没有全部吸收业内的建议。

在我看来，这有一个理念的问题。

当时的

A

股市场，内幕交易、庄股

炒作等现象严重，短期投机盛行。我们

不能否认这个客观存在， 那么我们是

否应该完全顺应

A

股市场的状况，用

短期投机炒作的实用理念来确立我们

的投资思路呢，还是应该特立独行、规

范运作？

我们坚持用我们认为正确的理念

和方法去做事，宁肯不被理解，也要规

范运作。

证券时报记者：

专家评审委员会

对于

“

选秀

”

的评审依据是什么

？

李克平： 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候

选人对“调查问卷”的回答和他们的市

场行为以及表现进行评审。

调查问卷的内容非常广泛， 要了

解的核心内容， 简单来说就是包括投

资理念、团队、流程、绩效、产品等所谓

5P

。 但实际上远不止

5P

，我们的问题

相当于要把基金公司整个拆散， 再合

并起来，投资、风险、内控和后台，我们

会提出很多问题。

比如， 第一层是公司治理结构问

题，进一步就是投资决策机制。我们要

准确知道公司的投资决策机制， 投委

会跟组合经理怎么分权，怎么授权。投

委会的投资决策方式， 是负责人拍板

还是投票决定？ 投票是绝对多数还是

相对多数？谁有否决权？给组合经理下

放什么权力？他怎么运用这些权力？公

司怎么能够叫停他？ 我们的问题会一

直追到最底层，直到不能再分。

我们要知道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

运作方式。 很多公司自己也很难界定

这些问题，但我们提出来了，他们必须

重新思考，做出自己的选择。比如买股

票什么标准，卖股票什么条件，股票池

建立标准，投研怎么结合，是分立的还

是一体的，研究多大范围，激励机制是

什么， 公司领导与基金经理的权重分

别是多少，必须准确说出来，没有可以

说没有，从中可以看出各公司的差异。

社保选聘管理人为什么能够对公

募基金行业发挥正面的作用？ 因为社

保基金的运作符合市场发展方向，而

调查问卷是我们评选管理人的一个框

架、蓝本和文字的标准，所有参选公司

都知道养老基金的要求是什么， 这势

必引发业内更深刻的反思。

配置是上游机构的核心

我们对投资理念的理解是一个不

断深化

、

体会感悟的过程

。

证券时报记者：

2003

年

6

月

6

日

，

社

保基金理事会委托公募基金公司的

12

只产品正式开始运作

，

当时的重点和

难点是什么

？

李克平：在理念上，我们主张价值

投资、长期投资、责任投资，客观上讲，

当时对这个口号的理解并不是很充

分， 我们对投资理念的理解是一个不

断深化、体会感悟的过程。

对大型机构投资者来讲， 价值投

资和通常单一组合的价值投资风格不

是一个概念。我们要减少投机套利、避

免短期炒作，更关注长期的价值基础，

更关注基于企业基本面的利润和绩效

的变化，更关注公司价值的变化。

中国人很聪明， 市场中有太多取

巧的小聪明，而一旦目标短期化以后，

会成为一种非常强烈的投机现象， 短期

化的投机对大机构威胁很大。 大机构需

要有点大智若愚的状态， 对短期的小聪

明不能太上心。有些短期的机会，即使你

判断对了，但因为大机构转身慢，也不是

一种好的盈利方式。对大机构来说，有一

些基础的方法、 基本的规则和常识是不

能偏离的。如果本末倒置，去博最抢眼最

动听的故事，最后可能得不偿失。

因此，首先要认识你自己，确定你管

理的资金的性质特点， 寻找与之相应的

投资道路和方法。另外，你必须考虑委托

期限、风险偏好，确定合理的投资收益基

准和目标，这些不是书面文章，是通过委

托合同予以落实。如果一有浮亏就赎回，

基金经理还怎么做投资。 这些前提条件

夯实，才便于管理人的组合投资。 在

A

股

市场，许多委托投资者自己就是扭曲的，

他告诉你长期投资， 结果行为全是短期

投机要求。 这会让管理人很痛苦。

第一次委托管理合同的期限， 我们

讨论了很长时间。最终，第一个合同期限

定在两年，之后就改成三年。

在长期投资中， 投资期限是非常重

要的环节，有两个含义：一是如果没有特

殊情况比如严重违规，在合同期限内，不

能因为一些短期的业绩波动轻率更换管

理人，当然，这也对选择管理人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二是给管理人传达了一个明

确的信号， 要按给定的投资期限来考虑

投资策略，不能短期化。因为基金排名短

期化明显， 已经到季度排名甚至月度排

名，基金经理的压力很大，也带来基金经

理系统性的行为趋同， 因为要在排名中

不落后的最好方式， 就是首先不要脱离

大队伍， 其次在有把握的时候抄一下近

路。 短期相对排名竞争造成基金抱团取

暖和趋同操作， 基金经理很难沉下心来

研究和投资。

所以，社保基金要向管理人表明，在

投资期限和评价上，一定会尊重合同，坚

守两年或三年期限， 不会一有波动就撤

了，否则，组合经理依然没底，他得不到

信任，会反过来影响投资。

另外，根据

A

股市场的情况，我们给

了组合经理一定的调整仓位的权力，应

该至少保持

60%~80%

的仓位，但不能大

幅度地调整， 这涉及社保基金配置的问

题，配置是上游机构的核心，必须坚持，

不能放弃。

跟踪管理：关注但不干预

他总要准备回答我们的提问

：

为什

么要这么做

？

或为什么不这么做

？

证券时报记者：

理事会怎么跟踪管

理以及如何评估管理人的运作

？

李克平：对委托出去的组合， 要求

管理人每个季度有正式的委托情况报

告，每个月有相互的热点问题沟通，仓位

有重大变化时也要沟通， 要进行电话或

面对面的讨论， 保持对组合的评估和掌

握是连续的。这也有一个度的问题，要始

终保持关注， 但又不能干预基金经理的

投资决策。 我们强调的是可以求证任何

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不许给基金经理下

达指令或暗示买什么卖什么。

当出现非常规操作时， 我们对管理

人的要求是，不改变你的行为和想法，但

需要理解你的原因， 也包括要求证一些

依据。我们担心的是风险，因为异常和风

险相关性更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

对或错。 一些有个性的基金经理的操作

也会有不同的地方，当发现反常时，我们

除了询问也会查第一手的资料， 你是怎

么说的怎么做的、前期的依据够不够。这

对组合经理也是有好处的， 你的委托人

如果有这个能力和关切， 公司也会让组

合经理更独立，不容易受到干扰，这也是

防范风险的一个有力措施。

我们要求组合经理不能拍脑袋做

事， 要求理性和逻辑， 要有你坚信的理

念。组合经理的投资不能漂移不定，不能

总被市场热点牵着走。 我们要求组合经

理投资理念和行为有一致性， 违反了一

致性，业绩好也不代表能力，因为这是你

投机的结果。 而投机有可能成功也有可

能失败， 我们愿意承受的是我们规定的

一致性方向上的损失， 而不愿意承受你

赌博的损失， 这就要求基金经理非常理

性，他总要准备回答我们的提问：为什么

要这么做？ 或为什么不这么做？

2005年股市低点时加仓

在最后的决策中理事长承担了很大

的责任

，

做了非常正确的判断

。

证券时报记者：

2005

年股市极度低

迷

，

在

1000

点附近你们增加了股票配置

，

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

李克平：

2005

年，社保基金已经选了

第二批管理人，股票管理人有

12

家。社保

基金成立之后逐年增长，从资金规模、产

品的架构与设计， 都具备了更大规模的

管理能力，股权配置还有很大的空间，从

长期来说，股票的回报更高，但这些都不

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决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股

市面对的是短期冲击， 还是整个资本市

场的危机？ 也就是说资本市场会不会崩

盘？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不会。因为中国

经济整体状态比较正常， 不存在大的风

险因素；资本市场正在酝酿全流通，改革

的方向是向好的，这给了我们信心。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 我们是否应该

大规模建仓，什么时候建仓？

对价值的判断是我们最核心的依

据，不管用什么具体的工具和方法，整个

市场确实处在严重低估的状态， 在这点

上没有分歧。只是有人担心会更低，我们

也不知道会不会更低， 什么时候会由低

转强。

我相信股票市场的均值回归， 除非

崩盘，否则，股市一定是上下波动的，严

重低估时最后一定会回到均值， 严重高

估也会回来，我们不知道的是所谓拐点，

但我也不认为拐点是可以捕捉到的，不

寻找拐点并不意味着你不行动。

总体上， 我们整个投资团队在当时

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分析还处在一个初

级阶段， 更多是基于长期资产配置理念

的一次操作。

证券时报记者：

理事会投委会后来

怎么做出加仓的决定

？

李克平： 理事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部门主任和所有理事会领导组成。 就加

仓的事情，投委会开过多次会议，争论也

非常激烈。

在投委会上， 质疑主要有两点：第

一，市场会不会进一步下跌？我的回答是

不知道；第二，市场低迷的状况还要持续

多长时间？我的回答还是不知道。我们只

能说我们知道的是什么。

大家很容易认为这时候加仓风险太

大，这是一个误解。对市场低迷时期风险

的判断，是个非常复杂而细致的问题，当

市场跌破千点时，市场风险是大还是小，

没法用一句话来回答。 答案不是

YES

或

NO

，要看对什么而言。 对整体作为一个

指数的市场而言，如果相信不会崩盘，这

个时候市场风险是得到了很大的释放，

风险很小，因此，逆向投资、价值投资者

要进场。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时候风险

也可能很大， 可能有企业在原来估值很

高时抵押的东西，这时候变得不值钱了，

要补充抵押物或有变现的要求， 市场的

这种极端压力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不确定

的连锁反应， 会引发一些具体投资对象

出现你想象不到的巨大风险， 破产在这

个时候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投资团队的意见很明确，就是加仓。

主要分歧是在策略选择上， 是一次全部

加上去，还是

3

个月或半年平均加仓。

投委会对风险担心得比较多，最后，

项怀诚理事长拍板决定加仓。 在最后的

决策中理事长承担了很大的责任， 做了

非常正确的判断。

我们开始分步式加仓， 这客观上对

极为恐慌的市场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当

时有引人关注的千点保卫战， 监管机关

和政府一再表明希望大家买进， 这没有

任何秘密可言，也没有内幕消息，这就是

投资的正路。

这是我们团队的一次胜利。 这次加

仓的资金并不算多， 但这是一个重要的

种子，

1000

点的种子，为未来的高收益奠

定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 这一次成功的操作

让社保基金对配置的理解更加深刻，也开

始重新认识国际经验。国外养老机构主张

长期的战略配置，我们在管理社保基金的

实践中， 开始更多考虑中国市场的特点：

第一，中国是新兴的资本市场，不同于发

达国家，股市波动率明显较高；第二，触发

中国股市波动的非经济因素更多； 第三，

中国是新兴市场，如果严格按照长期战略

配置，不做动态调整，不适合中国国情。 这

和资产配置中的纪律再平衡有相像之处，

出发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5400点时开始减仓

没有人事先能够预知所谓最高最低

点

，

我们只拿有比较大把握的收益

。

证券时报记者：

2007

年

，

在股市一片

乐观情绪中你们却开始减仓

，

为什么

？

李克平：

2007

年上半年，市场疯狂上

涨。 社保基金投资团队对市场风险有比

较清醒的认识。“五一”前后，投资部主任

刘昌林就跟我商量过减仓。 随着市场越

来越疯狂，

8000

点甚至

10000

点的呼声都

很高，我们投资团队到各机构调研，得出

的结论是， 看多的基本上都没有扎实依

据，都是一种情绪。

当然，有人会说，牛市最后阶段的收

益很高，不要放弃。但理事会是养老金的

管理者，是审慎的长期投资者，不追求太

高风险博来的收益，不能那么贪婪，不能

追求买到最低点卖到最高点， 实际上也

没有人事先能够预知所谓最高最低点。

我们只拿有比较大把握的收益， 这是我

们一个基本的共识。

理事会投委会批准了投资团队的减

持报告。 当时，上证指数已到

5400

点。 投

资团队制定了明确的减持方案， 每周下

单往回抽资金，直到

10

月份。十七大召开

前，我们觉得应该停一停。 当时，上证指

数在

6000

点左右， 我们也担心减持会引

发市场下跌， 一周后上证指数见顶

6124

点，市场出现第一波调整。

2007

年，社保

基金获得了

43.19%

的投资收益。

投资者在贪婪时，非常容易犯错误，

总相信自己比别人跑得快， 总想抓住最

后一波。 最简单、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方

法是， 当市场偏离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减

仓。 在投资上一定要有纪律性，不要抱太

多幻想。

证券时报记者：

在

2007

年提前减仓

后

，

你们又做了哪些操作

？

李克平： 社保投资团队在减持股票

后， 基本全部买了长期国债和金融债。

2008

年十年期国债涨了

15%

， 这部分投

资不仅避免了

2008

年股市暴跌的损失，

还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2008

年四季度， 上证指数在

2000

点

以下， 社保投资团队开始做比较大幅度

的加仓，

2009

年，股市大幅反弹，社保基

金整体获得了

16.12%

的投资收益， 纯股

票组合的收益率超过

30%

。

2015

年

4

月，

理事会再次在股市见顶前左侧减仓。

当然， 我们有些同事也觉得还是有

一些遗憾，

2005

年加仓不够多，

2007

年减

仓不够狠。 但这都是事后看，做对了，你

会觉得自己中庸，做错了呢，又会觉得自

己太激进。 总体上，我是赞成留有余地，

不走极端， 特别是对社保基金这样的主

权基金来说，谨慎一些比较好。

基于常识

进行动态配置调整

尊重市场

，

回归常识

，

笃信常识

，

千

万不要背离常识

。

证券时报记者：

你管理社保基金

11

年

，

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

李克平：

2010

年，我在瑞士参加国际

养老金论坛，这是一个

50

人规模的纯内部

会员制的研讨会。 我与美国一家著名养

老基金机构的

CEO

做主题发言，他的题目

是《买入并持有（

BUY AND HOLD

）》，主

旨是说用这种策略去应对金融危机。 我

的题目是 《在高波动的市场环境下如何

通过动态调整战胜市场》。

我们讲的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投资策

略， 这是西方和中国养老金管理两个极

端的方向。 我拿出了社保基金

2003

年

6

月

委托公募基金管理的

12

个纯股票组合的

数据，超额收益年化

15%

。 他们听完的反

应都是：“啊，怎么可能？ 会不会说错了？

15%

是超额收益还是全部收益？ ”我回答

说是超额收益， 他们问：“养老金怎么可

能做成这样？ ”我的

PPT

上有清晰的图表，

股市指数的走势、 社保基金的建仓期和

退出期， 基本上都是低点加仓、 高点退

出，当然，还有一部分超额收益来源于组

合经理的主动管理。

我当时说了两点：第一，中国市场跟

国际市场不一样，波动性很大，如果买入

持有不动，社保基金的收益有可能是零；

第二，在中国股市剧烈变动的过程中，出

现了非常明显的低估和高估， 我们没有

道理不去操作。

不过，这很容易让人误解，认为社保

基金是在择时。 关于择时的问题一直非

常有争议， 很多机构都主张择时是不可

缺少的。 我们在形式上比较像是择时的

操作， 但我们的出发点和目标绝对不是

择时。 我们在理念上不认为择时是可以

操作的， 但为什么我们在形式上有这样

的行为？ 我们把这种调整称之为动态资

产配置， 对社保基金这样的上游机构投

资者，配置是最重要的，配置是基于科学

的方法， 研究每一个资产类别各自的风

险收益特征和运行规律， 并尊重这些规

律去做长期的配置。 配置和挑选管理人

是我们无法推卸的责任， 任何一个机构

或基金经理对社保的了解都不如理事会

自己，谁都不可能替你考虑长期配置。

在大的配置上真正起作用的，是我

们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对基本常识的

相信：

第一，基于对价值的判断，轻微高估

低估可能不准， 但明显高估或明显低估

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可量化的；

第二， 股票市场均值回归是基本规

律，过高或者过低都不会长久，终将回到

均值附近；

第三是投资纪律， 就是资产配置再

平衡， 再平衡的标准概念是触发了以后

自动（纪律性强制）回到起点，把涨得多

的卖掉，补充未达到比例的资产。 我们在

操作上还不是严格的纪律再平衡， 因为

市场依然有很多我们回答不了的未知的

东西，还是要留有余地。

在我看来，基本常识更有效。 这些常

识也是推动进行动态配置调整的基本因

素。 作为当事人，现在回想起来，理事会

是不是有什么复杂高深的东西？ 其实并

没有，很简单，就是尊重市场，回归常识，

笃信常识，千万不要背离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