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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晋信基金陆彬：

挖掘新能源细分结构

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王辉 见习记者 王鹤静

汇丰晋信基金基金经理陆彬8月29日表示，目前新

能源行业已发展到中期， 未来三到五年仍有非常大的

发展空间。 继续看好新能源行业并从中挖掘细分结构

的投资机会。

陆彬表示，随着新能源行业发展进入中期，未来还

需要通过密切关注新能源行业的基本面变化、 发展方

向以及业内的优质公司，来寻找行业内新的投资机会。

其中，会以电动、智能、汽车这三个关键词，寻找相关细

分结构中的投资机会。

从全市场组合配置角度看，陆彬表示，他将股票

资产大体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核心资产，第二类

是成长类资产，第三类是周期类资产，第四类是价

值资产。

“我们的全市场配置产品会做到这四类风格的适

当均衡。 目前配置的重点主要包括核心资产中的新能

源和军工、成长风格的TMT行业，以及价值和周期领

域的行业板块。 ” 陆彬表示。

对于目前投资组合的风险偏好，陆彬称，当前投资

组合相对偏成长风格，投资类别相对偏“左侧” 。

在投研框架方面，陆彬表示，会基于产业基本面和

估值来搭建动态的投资研究体系， 通过密切跟踪行业

的未来方向、需求变化、竞争格局，预判行业和公司未

来的盈利情况，再结合基本面和估值判断，做出动态投

资决策。

围绕本次论坛“新格局 高质量 获得感” 的主题，

陆彬表示， 希望能够用踏实的业绩实实在在为客户创

造价值，帮助客户拥有获得感。 陆彬说：“希望投资者

相信长期和专业的力量， 结合基金经理的观点和投资

判断，理性做出投资理财长期规划。 同时，作为基金经

理，我也会基于每天的投资研究，及时与客户进行沟通

交流。 ”

中邮创业基金张志名：

以探索型开放心态

面对财富管理大时代

●本报记者 杨皖玉

中邮创业基金总经理张志名8月29日表示，力

求打造公募百年老店，中邮创业基金在短期营销、

中期投研、长期管理三个方向上着重发力。

张志名表示，短期发展上，注重在营销过程

中将公司资源、产品与客户诉求进行合理精准对

接。 中期发展中，公司将持续专注于投研体系建

设。 长期来看，需要将远期战略与执行战术进行

严丝合缝匹配，这考验的是公司管理经营的长期

能力。

张志名认为， 基于对财富管理大时代的预

判，居民财富向权益资产转移配置的趋势正在发

生，权益投资依然是中邮创业基金未来发展的重

中之重。 中邮创业基金的投资布局实行赛道制，

将力量和资源集中在“4+X” ：即先进制造、大消

费、医疗医药、TMT（科技、媒体和通信）四大赛

道。 四条赛道都具有“长坡厚雪” 特征，无论在时

间上还是规模上，都可以满足居民财富投资的诉

求。 “X” 是指当前市场上未形成主流共识、但有

强大潜力的投资方向，比如“双碳” 背景下的投

资机会。 “X” 代表了中邮创业基金持续以探索

型的开放心态面对市场、打造产品。

在近期整体发展战略方面， 张志名表示，中

邮创业基金正在进一步优化提升人才结构，致力

于向市场输出长期业绩优秀的基金经理；打造专

业的研究团队，构建系统化研究平台，加强研究

输出，提高业绩转化；拓展业务渠道，挖掘合作深

度，使业绩和规模正向循环，推动机构及产品准

入；积极搭建先进、高效的金融运行架构，进一步

实现系统自动化；完备产品布局，完善产品结构，

继续扩充产品条线、加强新产品研发，为基民提

供更多样化的资产配置选择。

国泰基金程洲：

为基金持有人

追求更加平稳长期收益

●本报记者 王辉 见习记者 魏昭宇

国泰基金基金经理程洲8月29日表示， 资管新

规落地后， 公募基金行业将成为居民财富保值增值

非常重要的渠道。 基金管理人不应当为了追求短期

的业绩去做一些“比较激进的操作” ，而应该为持有

人追求更加平稳的长期收益， 提升基金持有人的获

得感。

程洲认为，基金产品是一个投资组合，盈亏与收

益率是一个长期的表现。 需要重视投资者教育，让持

有人能够有更长期的投资理念，特别是不能把基金当

作股票来操作， 要通过定投或长期持有等方式来投

资。 随着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的理解越来越多、投资者

教育越来越好，在未来的资管大时代中，公募基金行

业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对于今年以来A股市场表现，程洲表示，虽然外部

宏观环境发生了一些预期外的变化，但随着稳增长政

策力度越来越大，A股市场预计会逐步迎来 “相对平

稳的表现” 。 同时，个股分化越来越明显，未来预计会

成为常态。

从投资机会和策略应对来看，程洲表示，目前其

管理的投资组合在风险偏好上并不高，这主要基于长

期以来力求“净值更加平稳” 的考量。 目前，对于一些

较热的主题参与度较低，组合配置更多聚焦在制造业

领域。 未来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不仅是我国经济

发展的重点，也是国家真正实力的体现。

程洲表示， 当前投资布局主要聚焦两大方面，一

是传统制造业的升级；二是新兴产业如光伏等。 此外，

考虑到疫情影响减退之后服务业的复苏，对于社会服

务业也会有更多配置。

对于投研方面，程洲认为，市场的日趋成熟对公

募机构研究的深度与前瞻性也提出更高要求。 基金经

理研究越深入，就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徐荔蓉：

努力为客户

带来可持续收益

● 本报记者 王辉 见习记者 王鹤静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总经理徐荔蓉8月29日表示，国海

富兰克林基金的投研风格、投研文化，极大受益于公募基

金业的发展，公司希望努力为客户带来可持续收益。

徐荔蓉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投研风格主要包括

开放和包容两个方面。 我们不会因为一次或者几次的投

资推荐失误，而决定员工未来的职业发展。 对不同基金经

理、研究员的不同风格，也会给予充分的发挥空间。 另外，

公司在投研上也坚持相对合理的价值导向， 面向投研人

员会采取相对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促使基金经理、研究员

能够追求长期、稳定、可持续的业绩。

围绕本次论坛“新格局 高质量 获得感”主题，徐荔蓉

表示，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风格极大受益于公募基金业的

发展。 未来要增强基金投资者的获得感，最主要是加强投

资者引导和投资者教育，让合适的人去买合适的产品。 他

举例表示，风险偏好高的投资者可以选择ETF、赛道类产

品， 风险偏好低的投资者可以选择波动和预期回报率相对

偏低的产品，而对于不清楚自身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就需要

基金公司、销售机构等有关方面来帮助其选择合适的产品。

在投资方面，徐荔蓉表示，今年的市场波幅相对较大，

站在目前时点来看，未来A股市场预计会呈现出结构化行情

的特征。 前期部分中小盘股票、新能源板块的成长类公司表

现较强，后面可能会走弱；而一些偏周期的公司前期表现比

较弱，未来在盈利驱动和资金转向下，可能会相对偏强。

此前， 徐荔蓉曾提出：“先有牛股而后有牛市。 ” 对

此，他表示，“牛股支撑牛市” 的情况可能在未来相当长

的时间里持续。“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受益于制度

和行业环境的改变以及企业家的努力经营， 未来各行业

还会出现一些隐形冠军， 强者恒强行业中的龙头公司预

计会继续有较好表现。 我们会尝试在各行业里挖掘能够

真正代表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牛股，随着牛股越来越多，

就会支持A股结构性牛市持续走下去。 ”徐荔蓉表示。

中欧基金窦玉明：

个人养老金业务推动公募基金实现新发展

●本报记者 李岚君

“个人养老金业务有望为公募基金行业引入长期资金， 进而

推动行业实现长线健康新发展。” 中欧基金董事长窦玉明在8月29

日举办的“2022中国基金业发展论坛暨第19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

颁奖典礼”上表示。

他指出，为了迎接个人养老金投资时代的来临，公募基金行业需要

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足准备：一是通过以研究驱动的投研，提升行业专业

投资能力；二是通过建立清晰多元的产品图谱，增强基金投资风格的稳

定性；三是通过打造投顾体系，改善广大投资者的基金投资体验。

机遇与挑战并存

今年落地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有望开启资管行业的巨大市场。 窦

玉明认为，从全球实践来看，个人养老金决定未来财富管理行业的增

量。 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私人养老金持有公募基金规模占比已

稳定在45%左右。 具体而言，个人养老金呈现四大特点：总量大、单量

小、定期流入、有一定收益要求。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过去投资者

持有期限短、操作频繁的问题，从而推动全行业向长期投资转型。

有机遇也有挑战。窦玉明表示，面对个人养老金投资时代的来

临，公募基金管理人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管理大规模资金的能力不足。 目前国内单只基金的最大规

模与全球单只基金的最大规模相比仍有十倍以上的差距。这说明，我

国基金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现在需要加快突破基金管理规模瓶颈。

二是基金投资风格不清晰。公募基金风格偏移现象依然可见，

同一只公募基金，前一阶段是成长型风格，下一阶段随着市场热度

变化，会往价值型风格偏离。 投资风格不够清晰，对于未来养老金

投资是一大挑战，因为养老金客户基本是长线客户，希望配置的底

层基金风格稳定。

三是整个财富管理行业都面临投资者盈利体验不佳的问题。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 最终落到客户行为层面上主要表现

为如短期持有、频繁操作、追涨杀跌，追逐热点等。 对此，不仅基金

公司作为产品的提供者需要反思，包括投资顾问、渠道乃至财富管

理整个链条都需要共同提升投资者的盈利体验。

提升专业投资能力

面对未来个人养老金持续流入的挑战， 窦玉明建言行业应当

提升专业投资能力。 拓宽投资能力边界，重点之一是团队协作。 他

认为，即便个人有好想法，也没有特别合适的标的购买。 但通过研

究团队去渗透覆盖，可买的标的范围就显著扩大。

同时，要强调以研究驱动投资。如果以短线博弈驱动方法来管

理资金，其容量取决于市场上其他弱势投资者多少。而研究驱动更

关注上市公司本身，资金管理的上限取决于整个资本市场容量。

面对第二个挑战，需要把产品图谱做得更清晰，以解决投资风

格偏移问题。 窦玉明提出，一是规范基金名称，实现“所见即所

得” 。 二是定义清楚基金的业绩基准，要求基金经理、风控团队等

紧紧盯住确定的业绩基准。三是强调投资纪律，要把基金经理团队

向更有纪律性、科学化的方向转变。

面对第三个挑战， 优化投顾体系是未来投资者盈利体验提升

的关键节点。 窦玉明认为，个人养老金的资产配置期限长，投顾可

以帮助投资者根据不同年龄阶段调整资产配置结构，选择基金、保

险、银行理财作为整个配置的工具产品等。 通过后续陪伴、投资者

教育等大量工作，让投资者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和操作。伴随个人

养老金制度落地，高质量客户与投顾能力形成正向互动，争取实现

大众投资者更优的盈利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