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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公司高管变更潮延续 年内25家公司更换“掌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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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人才流失的痼疾继续困

扰公募基金， 又一批公司高管和明星

基金经理告别这个行业。 核心人物的

出走，不仅显示出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也折射出公司治理方面的诸多问题。

业内人士感叹，为了长远发展，基

金行业和公司管理层还需进一步优化

环境，留住人才。

25家公募年内更换掌舵人

根据证监会网站的数据， 截至

11

月

17

日，今年以来共发生

158

起基金行

业高级管理人变更， 略高于去年同期

的

144

起，

2017

年全年的数字为

165

起。

在基金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和督察长

三大核心岗位上， 年内共有

38

家公司

的

44

位高管变更，占全部

129

家基金公

司的三分之一。相对来说，中小型基金

公司和次新基金公司出现的高管变更

情况更多。

作为公司的领军者， 总经理变更

影响很大， 受关注度也最高。 今年以

来，有

12

家基金公司总经理变更，较去

年同期有所较少。 民生加银基金总经

理吴剑飞、新沃基金总经理库三七、华

商基金总经理梁永强、 红土创新基金

总经理杨兵、太平基金总经理宋小龙、

华夏基金总经理汤晓东和国开泰富基

金总经理李鑫均因“个人原因”离职；

有些总经理在任职期间取得了突出成

绩， 他们的离任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

可能造成影响。 在变更的

12

位总经理

中， 中科沃土基金杨绍基改任公司副

董事长， 中加基金夏英改任公司董事

长。益民基金黄桦、华宸未来许春华则

是任期届满。此外，中邮创业总经理周

克因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董事长的变更则更多是因为股东

变化或工作调动所致。统计显示，年内

共有

13

家基金公司董事长变更， 国联

安基金庹启斌、建信基金许会斌、恒生

前海基金李强、 鹏扬基金姜山由于股

东安排或工作原因离任； 景顺长城董

事长杨光裕和交银施罗德董事长于亚

利的离任是因为任期届满或退休；此

外，也有少数因为个人原因辞职，包括

长江证券资管董事长罗国举和东证资

管董事长陈光明。

督察长也是基金公司较容易发

生变动的岗位。今年以来

19

家发生督

察长变更的基金公司，一半是出于个

人原因；华泰资管刘玉、摩根士丹利

华鑫李锦和上银汪天光均转任公司

副总经理， 另外

3

位则是退休或任期

届满离任。

除了总经理董事长等公司高管，

年内也有不少投研人才选择离去，其

中不乏明星基金经理。 如兴全基金傅

鹏博、吴圣涛，汇丰晋信基金丘栋荣、

中邮基金任泽松、华安基金吴丰树，以

及作为总经理但仍坚守投资一线的华

商基金梁永强和民生加银基金的吴剑

飞等。

从基金公司角度来看， 年内有

21

家公司离职的基金经理数量超过

3

位，

有

8

家在

5

位之上， 最多的两家公司各

有

7

位基金经理离职。

核心人才流失

折射行业困境

接受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公司高管发生变更， 其原因无非股东

方变化、业绩和公司治理不尽如人意，

以及高管“奔私”或转投其它行业，所

有这些原因从多个角度折射出基金行

业发展中的问题。

沪上一家大中型基金公司高管

认为，规模与业绩压力是高管变动的

首要原因。“基金行业竞争越来越激

烈，尤其是新成立或规模较小的公司

开展业务十分困难。如果资产管理规

模长期低迷或短期缩水明显，而股东

方又急于求成，公司高管‘背锅’在所

难免。”

一些基金公司人士也坦言，“换

帅”或会带来一些新思路。在股东方

看来， 不同风格的总经理有助于完

善基金公司治理结构， 形成新的管

理特色。

一位基金公司高管表示，董事长、

总经理和督察长的变动多数是由股东

变更引起。 这三大要职对公司发展至

关重要， 新股东往往会聘用一些符合

自身经营思路的人担任管理人员。

此外， 也有一些高管为实现个人

职业规划而离职。 一家大型基金公司

副总经理认为， 这其实反映了基金公

司在治理机制上的不完善。 虽然业内

已经有多家公司推出股权激励等措施，

但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有限。“基金公

司高管责任、压力非常大，有些公司施

行股权激励，但很多时候行业发展不顺

或股东方影响，激励措施很难真正产生

作用。”

而基金经理的离职则多与市场行

情有较大关系。今年

A

股震荡下行，很多

产品表现不佳，投资人赎回严重，基金

经理承受巨大压力。据记者了解，华南

某大型基金旗下一位权益类基金经理，

今年业绩垫底， 多次被公司领导要求

“下课”。另外一位坚持成长股投资风格

的知名基金经理，因不堪业绩排名考核

压力，选择离职。

“除了业绩方面的压力，还有一些

基金经理离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事业

发展平台。” 上述大型公募副总经理

表示， 一些绩优基金经理跳槽去大型

基金公司， 希望得到更好的职业发展

空间和个人待遇。 此外， 随着资管新

规的落地， 资管行业对管理人才的需

求增加， 基金经理跳槽的空间也更为

广阔。

据记者了解，有时候公司的企业文

化、制度与氛围等也影响到基金经理的

去留。 一家中型公募的基金经理直言，

其公司内部人际关系非常复杂，即使业

绩不错仍会受到排挤，不如寻找一片新

的天空。

离职后

奔私或坚守公募

与以往基金经理离职多选择奔私

不同， 今年的变换空间仍集中在公募

内部。 东方证券资管前董事长陈光明

今年

3

月离职，筹备设立公募基金管理

公司， 兴全基金原副总经理傅鹏博作

为合伙人强势加盟。

10

月底，陈光明持

股

55%

的睿远基金获批。 记者还了解

到，大成基金“头牌”基金经理徐彦以

及交银施罗德基金权益部副总经理、

首席基金经理唐倩离开原公司也将加

盟睿远基金。

8

月

16

日， 中庚基金公告宣布公司

新任副总为汇丰晋信基金原股票投资

部总监丘栋荣。与一般基金经理跳往大

公司不同， 丘栋荣加盟的是一家

6

月初

才拿到批文的新公司。

1

月份从华安基金离职的基金经理

牛勇，后加入华泰柏瑞基金，

5

月起开始

管理华泰柏瑞盛世中国基金。

当然，今年“奔私”的基金经理仍不

少。 兴全明星基金经理吴圣涛

7

月份卸

任兴全商业模式优选基金经理，近期宣

布加盟老牌私募上海理成资产，任首席

执行官；同样选择奔私的还有中邮基金

任泽松，他选择加盟筹备中的海集元资

产管理公司。

此外， 也有一些优秀人才选择去

券商、 资管等其他金融机构发展。华

夏基金原总经理汤晓东

4

月离职，

6

月

起任广发控股（香港）董事、总经理，

掌管香港业务。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

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大型基金公司转

型压力更大。 对于汤晓东而言， 广发

应该是为数不多的能发挥其国际化背

景优势的平台。

各路投资人才加盟 公募开拓新思路

公募基金是公认的人员流动较为

频繁的行业，有流出同时也会有流入。

随着新基金公司设立节奏的加快，新

公司带来新的用人需求， 一批其他领

域的投资人才、 管理人才来到新基金

公司。基金在“筑巢引凤” ，那些在人

才激励方面有竞争力的公司“挖人”

优势尤为明显。

新基金公司筑巢引凤

今年以来， 公募基金审批速度明

显提升，年内已有11家新公司成立。加

盟新公司的基金经理多为来自保险、

券商、 银行等具有类似投资经历的专

业人才。

国融基金投资总监田宏伟之前

是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的主

要部门负责人；恒越基金研究总监刘

徽原在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管理（上

海） 有限公司投资部工作，11月担任

恒越核心精选的基金经理；凯石基金

梁福涛原为长江养老投资管理一部

总经理，今年来到凯石基金组建投资

事业部，10月起任凯石涵行业精选基

金经理。

“我们是新成立的小公司，从其

他公募公司挖人很难， 所以我们的招

人视野会更宽。” 一位新基金公司副

总经理告诉记者。

基金经理来到公募原因也不相

同， 有些年轻的是为了让职业生涯上

个台阶，资历深的则是看中激励政策，还

有的是向往公募已久， 希望在公募行业

干出名堂。一位投资总监告诉记者，他来

公募是希望能为普通人理财， 而不只是

为“富人”服务。

一位今年新加入公募行业的基金经

理表示， 他选择公募基金主要是看重该

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 核心人员可以获

得公司股权。据其介绍，部分基金公司在

激励制度上有较强的竞争力， 那些有股

权激励或事业部激励的公司, 在引进人

才方面优势明显。

有业内人士分析，2015年以来资产

管理行业的“奔私潮” ，受到了市场环境

的教训。 之后很多投资经理在决定是否

“奔私” 时变得更为谨慎，部分投资经理

选择进入激励机制较好的公募基金公司

也在情理之中。

FOF触发新一轮“抢人”

今年以来， 养老基金成为各大基金

公司竞相追逐的目标， 但FOF投资团队

建设需要时间， 不少公司向外寻找FOF

人才， 今年公募基金从其他行业引进了

较多从事FOF管理的人才。 有的基金公

司更是直接从保险公司挖来整个团队，

直接达成“高配” 的FOF团队。

除此之外， 固定收益领域也有不少

其他行业来的新鲜血液。 鑫元基金王海

燕原为湘财证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固

定收益投资总监，4月份加入鑫元基金，

担任固定收益部总监兼首席固收投资

官； 光大保德信的周华原为泰康资管固

定收益投资总监，6月加入光大保德信，

任固定收益部投资副总监一职； 景顺长

城的米良曾在汇丰银行、 招商银行等机

构工作，11月起担任景顺长城货币基金

的基金经理。

这些从其他行业引进的投研人才，

给公募基金带来了不一样的新鲜血液。

一位来自券商资管公司的投资总监表

示， 他希望将绝对收益的理念带入公募

基金， 十多年的券商资管工作经验使他

坚信给客户赚到真金白银才更重要。

从保险行业来的基金经理则往往呈

现出更为稳健的投资风格。 一位基金经

理向记者表示， 自己过去在保险机构管

理的资金量非常大， 投资时首先想到的

就是安全、稳健。即使现在转战基金业，

对他来说，这样的投资风格已经“习惯成

自然” 。

明星基金经理离开 部分产品规模风格发生变化

明星基金经理离开后， 无论是在

牛市还是熊市， 他们管理的基金产品

在规模、 投资风格上都难免会发生变

化， 对比基金经理离职前后的公告可

以看出，多只产品份额出现缩水。

基金份额

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今年

3

月，掌管兴全社会责任基金

9

年之久的傅鹏博离任。不同于其他机

构客户占据“半壁江山”的明星基金，

兴全社会责任以超百万的持有人户数

位列全市场主动权益类基金第一位，

人均不到

2000

份的基金份额显示出投

资者对基金经理能力的广泛认可。

实际上， 基金经理离任影响基金

规模在意料之中。基金季报显示，截至

今年一季度末， 兴全社会责任基金份

额为

20.23

亿份 ， 较去年 底下降

11.48%

。 半年报披露的数据显示，与

去年相比， 个人及机构投资者持有的

基金份额均出现不同程度赎回， 机构

投资者 的 持有比 例从去年 底的

13.87%

降至二季度末的

2.94%

。

今年

4

月，汇丰晋信明星基金经理

丘栋荣“转战”中庚基金，其所管理的

汇丰晋信大盘以及汇丰晋信双核策略

两只基金成为焦点。 对比丘栋荣离职

之后的首份季报可以看到， 汇丰晋信

大盘二季度末基金份额

12.10

亿份，比

一季度下降

40.18%

；汇丰晋信双核策

略二季度末基金份额为

64.95

亿份，较

一季度减少不到

1%

。两只基金的机构

持有人动向也背道而驰， 汇丰晋信大

盘机构持有人占比从去年年末的

40.75%

降至

13.6%

， 汇丰晋信双核策

略机构持有人占比则从

78.99%

上升

至

83.96%

。

任交银稳健基金经理

4

年之久的

明星基金经理唐倩也在今年

7

月末宣

布离职， 随后该基金的机构持有人占

比下降、基金份额缩水，三季报显示，

交银稳健配置混合基金份额环比下降

1%

，前一季度则减少了

11.16%

；二季

度末机构持有人占比也从去年的

17.33%

下降至

7.95%

。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基金经理任

泽松在他于

6

月份离职前曾经饱受

其重仓股乐视网的困扰。 今年

1

月，

乐视网复牌后收到

11

个跌停板，之

后打开跌停， 持有该股的基金此前

最低按照

3.9

元的估值反而有净值上

调的空间。任泽松离职时，乐视网事

件高潮已过，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基

金所受影响已得到缓解，三季度末，

该基金份额为

7.99

亿份，环比仅减少

1.39%

，不过这一基金份额比其份额

最高点的

19.71

亿份

(2016

年一季度

)

减少了近

6

成。

基金公司

多派出实力干将接任

当家的明星基金出现人事变动，

基金公司尤为重视， 多派出公司实名

干将接替。

傅鹏博离职前

3

个月， 兴全基金

公告增聘曾在嘉实基金、华夏久盈资

产任职的基金经理董理共同管理兴

全社会责任基金， 傅鹏博离职后，董

理在独自掌管兴全社会责任

3

个月之

后，兴全基金再次增聘公司副总兼研

究部总监董承非共同管理这只老牌

基金。尽管是共同管理，兴全社会责

任基金更多的体现了董承非的投资

风格，三季度增持中国平安、三安光

电，这两只股票也是董承非独自管理

的兴全新视野混合基金的前两大重

仓股。

汇丰晋信基金也在丘栋荣离职

之后喊话投资者，传递新任基金经理的

投资理念及未来基金的运作思路，稳定

投资者信心。汇丰晋信表示，过去良好

的业绩归功于汇丰晋信基金统一的体

系以及方法流程，有信心持续打造“可

解释、可复制、可预测”的业绩；公司派

出研究部总监郭敏接任汇丰晋信大盘

基金经理。

中邮基金则在失去任泽松之后，启

用负责专户投资的郑玲接管投研团队。

郑玲在早前接受中国基金报采访时强

调， 将以绝对收益理念打造全新的考核

激励制度，淡化基金的相对排名，突出投

资决策委员会的战略决策机制， 新基金

经理上任之后，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三季

度末前十大重仓股中新增了锐科激光、

深信服等

7

只重仓股。

接替唐倩执掌交银稳健配置混合基

金的是公司研究部助理总经理陈孜铎，

他在三季报中强调，基金在配置上保持

均衡，标的选择上在传统行业中更关注

价值被低估、行业地位突出的公司，在

转型过程中更关注长期前景的中微观

路径，积极寻找投资机会。对比交银稳

健配置混合三季报，重仓股中出现了芒

果超媒、 中航资本、 保利地产等多个

“新面孔”。

2015年以来资产管理行业的“奔私潮” ，

受到了市场环境的教训。 之后很多投资经理

在决定是否“奔私” 时变得更为谨慎，一些人

开始选择进入激励机制较好的公募基金公司

也在情理之中。

（本版文章摘自今日出版的《中国基金报》）

今年以来基金公司总经理变更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