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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基金成立规模逼近千亿大关

2020

年

1

月的基金发行市场可谓

盛况空前：

7

只基金一日售罄， 爆款基

金屡屡刷屏。 截至

1

月

17

日，新年以

来共成立

35

只新基金，合计规模达到

986

亿元；权益基金发行更是创下了单

只基金募集规模近千亿的记录。

今年来已成立35只基金

进入

2020

年，基金发行市场不断

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 交银内核驱动

募集规模超过

500

亿元；

1

月

13

日，

3

只权益主动基金携手一日售罄；

1

月

17

日，

2019

年权益基金冠军得主刘格

菘管理的广发科技先锋混合获得近千

亿资金认购。

整体来看，新年以来的发行市场，仍

然是债券基金数量居多。

Wind

统计数

据显示， 截至

1

月

17

日，

2020

年以

来，共新发基金

55

只，其中债券基金

29

只，主动权益基金

13

只，

ETF4

只，

ETF

联接基金

5

只，

QDII

、指数、量化

对冲等细分类基金

4

只。

基金成立数量方面，截至

1

月

17

日， 新年以来已成立

35

只新基金，债

券基金

16

只，权益基金成立

19

只。成

立规模方面，

35

只基金合计成立规模

986.21

亿份，

16

只债券基金的成立规

模为

424.02

亿份，

19

只权益基金的成

立规模为

562.19

亿份。

35

只已成立的基金中，

15

只基

金的募集天数不到

10

天，

7

只新基

金更是一日售罄：

1

月

2

日发行的

万家科技创新基金，

1

月

6

日发行

的东方红安鑫甄选一年持有基金，

1

月

8

日的交银内核驱动，

1

月

13

日一

天出现

3

只“日光基”—————银华科技

创新、鹏华科技创新、泓德丰润三年持

有期混合，合计吸金

170

多亿元。

1

月

15

日发行的交银科锐科技创新一天

吸引资金

165

亿。

1

月

17

日，广发科

技先锋募集资金

921

亿元。

绩优基金经理

“带货” 效应明显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2020

年春季行

情提前启动，从

2019

年开始“炒股不如

买基金” 不断提升投资者的入市热情，

而年末岁初也是基金公司攻城拔寨的

关键时期，交银施罗德、广发、嘉实、泓德

等多家基金纷纷推出旗下绩优基金经

理的新产品，带货效应明显。

记者根据基金发行公告统计，截

至

1

月

17

日，

2020

年开年以来， 全市场

16

只主动权益基金的募集规模超过

2300

亿元，

14

只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的

权益基金成立规模合计达到

571.2

亿

元，其中，汇添富大盘核心资产混合

4

天募集

113.2

亿元，成为今年以来成立

规模最大的主动偏股基金； 景顺长城

品质成长募集

3

天成立规模达到

67.22

亿元；

1

月

13

日成立的交银内核驱动混

合基金，一天吸金

500

多亿，配售比例

仅为

11.06%

。

谈及爆款基金频频出现的现象，多

位业内人士分析， 基金行业也在形成

“网红带货”模式，资金愈发呈现出向优

秀管理人发行的产品集中的趋势。

基金公司在争相借助“网红带货”

模式发行新基金。 坐拥

2019

年冠军基

金经理， 广发基金将针对刘格菘的营

销做到极致。上周五，广发科技先锋发

行， 广发基金在公众号和财富号轮番

预告，

150

多家销售机构参与销售。巨

大的赚钱效应， 也令广发科技先锋混

合基金的募集规模创下近

1000

亿元天

量。而在去年

12

月

20

日，刘格菘挂帅的

广发科技创新基金单日大卖

300

多亿，

最终配售比例仅为

3.3%

。

距离春节只剩

4

个交易日，基金发行

将暂告一段落。不过，春节一过，一批新

基金马上就要投入发行，抢滩节后档。此

外，景顺长城、博时等基金公司旗下绩优

基金经理也将在年后发行新基金。

提升权益投资核心竞争力

人才团队是基础

2019年以来，监管层多次明确公募

基金提升权益类产品占比，大力发展权

益类投资成为公募基金行业主旋律。权

益投资时代，公募基金的长期核心竞争

力是什么？又该如何锻造核心竞争力？

接受采访的多家基金公司表示，基

金业作为轻资产行业，人才、团队是行

业发展的基石。

汇添富基金总经理张晖认为，优秀的

人才团队是基金公司最核心的竞争力。汇

添富基金的核心优势是能够发现人、培养

人，而且能够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工作。

中欧基金总经理刘建平表示，优秀

的团队不仅能培养“研究通才型基金经

理” ，还要能培养“专家型研究员” ，这

样的团队配合才能形成持续的竞争力。

未来的中欧基金不仅要聚拢人才，而且

要培养人才。公司也会尽力给予这两类

人才同等的待遇和平等的地位，促进研

究驱动下的团队合作。

兴全基金表示，公司视优秀人才为

公司最宝贵的资产，高度重视“人才战

略” ， 尤其是投研团队的培养和引进。

公司投研团队占到员工总数的43%，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这样的人员配置也体

现了公司专注投资的定位。

南方基金指出，近年来公司根据产

品特点及基金经理风格特征，对权益投

资人员进行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此外，公

司鼓励基金经理在稳收益低风险类和

普通主动权益类两个方向的成长和发

展，打造出一个高效的各有所长、共同

成长的投资团队。

除了加强人才储备、 优化团队建

设，接受采访的基金公司认为，良好的

企业文化和激励制度建设也至关重要。

“银华基金的核心竞争力是文化、

氛围，制度是为了维持这一文化，保持

它的稳定性。” 银华基金A股投资总监

王华说，以人为本、和谐包容、开诚布

公、尊重专业这十六个字是银华投研文

化的精髓。

景顺长城基金表示，公司为人才提

供一个包容性强、 交流顺畅的平台，以

公平清晰企业文化鼓励人才的自我完

善和发展。公司提供在市场上相对有吸

引力的薪酬，在绩效考核上将个人目标

与部门目标、公司目标匹配起来，激活

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同时还有一些针对

性的举措，比如关键员工的奖金递延机

制，使他们的个人业绩与基金持有人及

公司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

景顺长城基金强调，在基金经理业

绩考核上，长期占比较高，同时也给予

短期业绩不理想的基金经理一个较长

的调整期。 设置管理投研的首席投资

官，负责管理投资质量、投资风险、投资

风格回顾等，而基金经理只需要专心做

研究， 不必花太多时间在行政管理上。

同时，公司还在提高投研人员自身市场

价值上做工作，不仅在管理上有一套成

熟机制帮助基金经理提高投资能力、明

确投资风格，还为个人发展提供成长空

间，如海外培训机制等。另外，景顺长城

基金也有较好的人才“传帮带” 培养序

列，上升通道明确。

富国基金表示，公司的投研团队人

员稳定， 流失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团

队的稳定， 主要受益于平等尊重的文

化、合理的薪酬结构、注重员工发展等

因素。立足公司行业定位，富国基金基

于市场变化进行人才梯队建设、制定合

理的薪酬结构、建设完善的投研体系。

兴全基金称， 公司成立16年来，坚

持“持有人利益至上” 的经营原则，专

注于打造投资管理能力的核心竞争力，

不求速胜，稳扎稳打。历经时间的考验，

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投资人的信任。在权

益基金投资方面，做出了兴全的特色和

品牌。 这了重视人才层面的严格选聘、

长效考核机制， 还和公司治理结构完

善、坚守责任文化等有重要关系。

权益基金大时代 八大绩优公募揭秘股票投资“炼金术”

过去几年， 权益基金整体规模

停滞不前， 做大做强权益基金成为

公募行业的重要课题。去年以来，一

批基金公司权益投资开始崛起。近

一阶段， 权益基金发行市场更是异

常火爆。不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发行市场分化明显， 爆款基金出现

的范围非常小， 只有少数公司少数

基金经理能够做到。

为什么火的是他们？ 记者采访

了表现突出的

8

家基金公司，一起探

讨这些公司实现权益产品规模业绩

双增长的内在动力。

一批公司

中长期业绩突出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末，近

5

年，部分基金公司表现出优秀

的“长跑”能力。东证资管在过去

3

年

和

5

年权益类基金绝对收益榜上都排

在第一名， 其近

5

年的权益基金平均

收益率达到

133.82%

。 万家、 民生加

银、兴全、中欧基金分别以

131.74%

、

129.09%

、

122.43%

、

115.97%

的收益率

排在第二至第五位。 交银施罗德、景

顺长城、财通、安信基金、银华等基金

公司最近

5

年的权益基金绝对收益率

也都超过了

100%

。

公司整体业绩排名中， 东证资

管、兴全、中欧、景顺长城、易方达位

居权益类大型公司前五名； 在中型

公司中，交银施罗德、银华、国泰、大

成、华泰柏瑞位居前五；小型公司前

五名分别为万家、民生加银、财通、

安信和新华基金。

与长期突出业绩相伴随的是公

司权益类管理规模的增长。 从

2014

年底至

2019

年三季度， 一批公司实

现了权益基金规模的快速增长。

Wind

统计显示，过去近

5

年时间，东

证资管权益管理规模从约

30

亿增长

至

800

多亿，增长了

20

多倍；汇添富

基金规模增长幅度达到

242.88%

，

中欧基金达到

230%

，兴全、南方、易

方达、交银施罗德、招商、广发等基

金公司的权益规模涨幅均实现

100%

以上的增长。

绩优基金公司各有秘诀

近年来，“兴全模式” 得到业内

和投资者的认可。兴全基金表示，公

司自成立以来，股权结构稳定，保证

了管理层在战略目标和经营策略上

的一致。 公司两任总经理均是投资

出身，高管尊重投研，在公司内部形

成了优秀的投研文化。

在产品策略层面上， 兴全基金

坚持精品策略，不盲目发行新基金、

上马新业务， 保持着与投资管理能

力相匹配的发展速度。公司的投资

管理实行基金经理负责制，充分调

动基金经理的主动性，形成了多元

包容的投研文化。 在绩效考核上，

注重考察中长期业绩表现，从制度

层面保障了基金中长期的良好运

作管理。此外还有一些激励机制的

创新，如基金经理持基计划等。

“东方红”系列采用的是另一种

不同的模式。 东证资管总经理任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没有想过

要发爆款。 他们想要的钱， 不能太

热，要认可公司长期投资理念，能互

相陪伴一起成长。 他们持续推出有

较长封闭期的公募产品， 并在市场

较热时限制大额申购。 东证资管对

基金经理的考核周期也比较长，

3

年

甚至

5

年，而不考核当下。

中欧基金也有自己的发展模

式。中欧基金的目标是“打造多策

略投资精品店”。据介绍，在推行事

业部改革后，中欧基金在保持原有

激励机制和力度的基础上，进一步

优化投研结构， 形成了价值投资、

行业精选、 成长三大核心策略组。

在建立多个策略组之后，中欧基金

开始搭建研究平台。 他们认为，仅

靠基金经理的个人力量，无法支撑

公司整体的长期发展战略，要铸造

“精品” 必须依靠投研平台的整体

力量。

坚持长期做对的事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多家基金

公司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长期价值，

要坚持长期做对的事情。

银华基金表示，他们长期业绩

和规模的增长源于坚持做长期正

确的事情。资产管理行业的使命是

代客理财，履行信托责任。这一性

质决定了不要去拿客户的钱冒险，

基金公司应该追求稳健、可持续的

发展。

制度是业绩最重要的保障。近

几年，银华基金不断进行制度改革，

建立了由核心投资人员领导的 “核

心基金经理团队制”，以及员工持股

计划和团队增量激励政策， 投资团

队考核以

3~5

年长期投资业绩为主。

近一两年， 投研团队流动率显著下

降， 人员的稳定提升了业绩和投资

风格的稳定性。

汇添富基金的投研体系也有独

特风格。成立

14

年来，公司一直强调

以深入的企业基本面分析为立足点，

做中长期投资布局。 在此基础上，他

们建立了投资和研究垂直一体化的

管理模式，以重点产品体系带动相关

行业领域的研究， 确保行业研究的

深入性、前瞻性、及时性和独创性。

汇添富基金表示， 公司几乎所有

基金经理都经由内部培养而成， 合格

的研究员往往要经过

5-7

年的培养周

期才能担任基金经理， 这样的人才培

养模式看起来效率不高， 但其实是最

有效的。 汇添富基金的选股能力已经

深深地内化在公司理念、研究方法、流

程和体系中。

权益产品取得佳绩的背后， 离不

开投研团队强有力的支持。

富国基金表示， 公司自成立以来

始终专注于投研能力的提高。 在股票

研究方面，专注基本面驱动的研究，坚

信对公司及行业基本面独立、前瞻、深

入的研究能持续稳定地创造投资价

值。富国基金认为，权益投资能力不仅

直接决定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长期

核心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它也是长期

投资、责任投资最直接的体现。

景顺长城基金表示，良好的中长

期业绩得益于成熟的投研体系、稳定

的团队和理性的投资文化。景顺长城

的基金经理拥有百分之百的决策权，

管理层不干预投资决策， 尊重基金

经理的专业判断， 为其发挥能力创

造空间。公司强调“宁取细水长流，

不要惊涛裂岸”。 在从基本面出发的

前提下，鼓励基金经理形成自己的风

格，并帮助他们保持风格稳定，基金

经理的投资能力和业绩是可解释、可

预测、可重复的，不会随行情变化而

轻易偏移。

南方基金分析，他们的权益投资

追求稳健，坚持长期业绩导向。在整

体投资决策流程中，注重投资业绩的

长期稳定和可持续性，且对回撤管理

有着较高的要求。在投资部门和基金

经理个人考核中，

5

年及

3

年业绩权重

更高。同时，他们有基本面研究的长

期投资导向，强调对投资标的的事前

深度研究， 并在投资过程中及时更

新， 消除交易的随意性和短期化，避

免短期炒作。在研究支持方面，将主

要精力放在对长期优秀公司的挖掘

上，降低对期市场波动或博弈行情对

投研的干扰，同时着重加强投研团队

间的交流。

强化自身优势

打造实力平台

权益基金主动管理能力最能体现公募

基金的价值，一批基金公司凭借长期稳健的

业绩，得到市场认可，不少公司旗下产品频

频出现“一日售罄”，吸引数百亿资金认购。

记者采访了多家权益基金业绩突出的

基金公司，他们一致认为，爆款产品固然引

入注目， 但作为基金管理人更看重优秀投

研平台的建设，而非靠基金经理单打独斗。

投研平台的力量胜于个人

明星基金经理业绩出众，自带人气，也

令所属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和行业影响力

节节攀升，睿远、兴全、中欧、景顺长城、东

证资管都是如此。不过，拥有爆款基金，这

些公司依然冷静，强调“打造优秀团队比优

秀个人”更重要。

中欧基金表示， 仅靠基金经理的个人

力量，无法支持起公司整体的长期发展。在

建设“多策略投资精品店”、成为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资产管理精品提供商的发展之路

上，铸造“精品”必须依靠投研平台的整体

力量，这也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过去基础市场波动大，短期因子驱动

股价，个体胜过团队，基金经理的施展空间

很大， 但这种快鱼吃慢鱼的高投机市场正

在发生变化。”中欧基金表示，未来行业将

出现三种“大势所趋”：第一是基础市场的

变化，实体经济整合进入下半场。长期价值

投资空间广阔， 而依靠个体信息优势进行

短期博弈的时代已经过去。

第二，投资者结构发生变化。普通个人

投资者的占比越来越低，专业机构投资者成

为主流。加之上市公司大股东长期处于博弈

策略的食物链顶端，基金经理借助短期博弈

策略获利的可能性与日俱减。同时，以海外

机构资金、社保资金和保险资金为代表的长

线投资者不断增加，这些资金更偏爱基于基

本面研究的长期价值投资策略。

第三，监管和法律环境的变化。违规成

本加大，投资环境得到净化，信息披露质量

提升，这些都会改变市场运行模式，加速个

股分化， 公募基金也就更有机会发现好的

企业进行长期投资， 基于基本面的投资研

究就更有价值。

南方基金表示， 基金经理凭借卓越的

投资能力，获得优秀业绩，被市场追捧，当

然欢迎，但不会刻意追求。南方基金强调的

是靠平台和机制的力量去实现长期稳定的

投资，追求的是整体业绩的优秀。

此外，南方基金强调，当前资金越来越

理性，尤其是大规模的长线资金，未必看重

基金经理的短期业绩，他们更关注业绩的长

期稳定以及平台投资及风控机制的健全。

继续加大权益基金布局力度

稳定并不是固步自封， 业绩领先的基

金公司未来还会继续加大对权益基金的布

局力度。

“大力发展主动权益类基金是我们

不变的初心， 未来将继续建立清晰的底

层资产，构建多策略产品体系。”汇添富

基金表示。

景顺长城基金也表示会继续增强主动

权益投资这个传统优势领域，同时在

Smart

Beta

、资产配置领域打造新投资能力。

南方基金表示会在多个方面发挥主动

性。第一，进一步开发优化类

CPPI

策略的偏

债混合型产品；第二，开发特色产品，如主

动权益类指数增强基金， 在特定指数成份

范围内发挥基金经理主动投资能力；第三，

抓住政策红利布局相关产品；第四，加强前

瞻性布局， 引进国际或者同行先进及特色

的权益产品。

富国基金表示， 将继续坚持长期投资

策略，在“合规、诚信、专业、稳健”方针指导

下，继续加强投资者教育，不断提升投资者

的体验。

据记者了解， 目前权益投资实力较强

的公司都在积极布局权益基金。“权益基金

审批速度很快，不过渠道有限，投资能力强

的基金经理更有话语权。”一位业内人士表

示，目前市场回暖，正是大力布局权益基金

的好时机， 绩优基金公司旗下封闭期较长

的品种入市， 配置优质资产， 形成正向循

环，或进一步推动市场走出慢牛行情。

证监会基金审批公示表显示，

2020

年

1

月，受理而未获批的新基金有

48

只，其中

25

只是混合型和股票型， 显示出基金公司布

局权益产品的热情。 从在近两个月的基金

发行市场上，权益基金仍在不断掀起热潮。

优秀的基金管理人， 优秀的基金经

理，正在为公募权益投资开辟新天地。发

行市场火爆，资金踊跃抢购明星基金。为

什么火的是他们？ 记者采访了权益投资

表现突出的8家基金公司， 探讨实现权

益产品规模业绩增长的内在动力。

权益产品规模前10基金公司过去5年变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