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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基金投顾金牛奖

获奖名单

基金投顾机构金牛奖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投顾顾问服务金牛奖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投顾卓越回报金牛奖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投顾创新金牛奖

先锋领航投顾（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帮你投“MAT” 投顾服务体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匠心配置（全球布局）策略

基金投顾智能科技金牛奖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王磊：

解决投资者痛点

助力提高投资收益

●本报记者 胡雨

3月17日下午，中国证券报主办的“携手提升

获得感———2023基金业投教创新论坛暨第一届基

金投顾金牛奖颁奖典礼” 在北京举行。 东方证券

财富管理业务总部首席投顾官、银行螺丝钉主理

人王磊在主题演讲中表示， 对于基金投顾而言，

需要解决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中产生的痛点，包括

对基金了解少、追涨杀跌、频繁交易等；对投资者

而言，参与金融机构投资者教育可显著提高投资

收益。

王磊表示， 过去10年公募基金投资者数量

从4000万增长到超过7亿，公募基金2022年突破

1万只。 尽管基金行业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基金品

种， 但是投资者可能受投资行为的影响从而在

收益上有所损失。 对投顾而言，要改变“基金赚

钱基民不赚钱” 的局面，就要解决投资者面临的

痛点。

一是投资者对基金了解比较少。王磊认为，作为

专业人士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时候， 要站在客户的

角度去思考投资者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在为客户提

供投顾服务时，投教内容形式上应该更丰富，如采用

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

王磊认为，从实践情况看，投教可显著提高投资

者投资收益。数据显示，相较于没有金融知识的投资

者，参与金融机构投资者教育的投资者，基金投资盈

利为正的概率可以提高19.1%。

二是投资者在一些波动性较大的品种上容易产

生追涨杀跌的行为。王磊认为，基金投顾可以为客户

提供一些市场的估值指标， 来帮助客户判断市场是

否处于比较好的布局时期。

三是投资者存在频繁交易的行为。 对于如何拉

长客户持有产品的时间长度， 王磊认为有三种比较

好的方式：持有封闭式基金；进行定投；提供高频率

的陪伴。

对于如何做好买方投顾， 王磊认为核心是跟客

户感同身受、利益一致。

“基金投顾包括财富管理行业是一片蓝海，

有不小的空间可供基金投顾去努力探索。 ” 王磊

认为，对基金投顾而言，做好日常的投教内容、陪

伴等服务，能很大程度上帮助客户减少投资损失。

通常客户是购买基金等产品后才去关注到投教内

容，对基金投顾而言，如果能将投教内容前置，让

客户先了解产品再进行投资， 对客户往往会更有

帮助。

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

围绕风险波动率指标构建投顾体系

●本报记者 王鹤静

3月17日，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在

中国证券报主办的“2023基金业投教创新论

坛” 上发表了以“投到位，顾到点，做有舒适

感的投顾”为主题的演讲。

“作为资产管理机构，首先就是要‘投到

位’ 。 ” 在谢卫看来，虽然基金投顾的收益很

难把控， 但是把风险控制好， 把波动率控制

好，投资收益自然就水到渠成了，所以围绕风

险波动率指标构建投顾体系至关重要。

谢卫强调， 投资策略要做好大类资产配

置，重点是做好量化。 具体来看，战略资产配

置是根据预期收益、 风险承受能力等对整体

资产做事前和整体性的规划安排， 确定大类

资产配置比例。 战术资产配置则是根据战略

资产配置的目标、市场环境和资产数据变化，

及时跟踪测算收益及风险敞口， 动态调整资

产配比。 量化方面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通

过多维分析、定期审视，实现权益超额稳定、

固收安全。

“在基金选择上， 有时候板块表现比较

好，但是投顾组合没有进行配置，原因可能是

市场信号还没有反馈过来。但是总体来看，我

们的投资目标并没有偏离。 ”谢卫表示，正常

的资产配置是“1+1应该等于2” ，应当体现

出产品的性价比和一定波动率下的正常收

益。而通过大类资产配置和专业量化模型，可

以提高实现“1+1可以等于3” 的可能性。

但谢卫也直言， 在基金投顾的实践过程

中，“1+1也会等于1” ，市场的阶段性变化会

给量化模型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那么，是

否要放弃过去几年行之有效的模型去追逐热

点？ 谢卫认为这些都是基金投顾面临的考验。

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把问题控制住，把胜率稳

定住，做大概率正确的事情。

除了“投到位” ， 谢卫更加看重“顾到

点” ，即“顾”到关键点。“过去只是做产品就

可以了，但是现在要‘顾’ 客户，要告诉大家

什么是好的投资，性价比非常重要，预期不能

太高，不能追涨杀跌，要有资产配置的理念。”

谢卫表示。

站在基金公司的角度，谢卫认为基金投顾

的发展给基金公司提供了更多和投资者进行

交流的机会，特别是基于量化逻辑直接输出的

“发车计划” ，“多发” 的时候就表明公司愿意

在低位多买。 但他也强调， 投研团队和客户

“发车” 计划要同频共振， 不能客户在“发

车” 、公司在“减车” ，要基于相对专业的指

标，在量化团队认为合适的时间段进行调仓。

“对于公募基金行业来说，基金投顾的起

步是存在困难的， 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

‘投到位，顾到点’ ，最重要的是公募基金公

司把投顾的核心技术做到位， 为客户提供具

备更高性价比的产品， 提供具备合理投资预

期的产品。 ”谢卫表示。

易方达基金总经理刘晓艳：

以专业精神与投资者长期长情常相伴

●本报记者 万宇

3月17日， 易方达基金总经理刘晓艳

在中国证券报主办的“2023基金业投教创

新论坛” 上表示，提升基民获得感没有灵

丹妙药，也没有一蹴而就的方法，让更多

的人做起来、行动起来，发展投教、顾问队

伍，以专业精神与投资者长期长情常相伴，

才能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推动行业高质量

发展。

“服务居民理财，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是我

们这个行业的根本使命。 ”刘晓艳认为，公募

基金行业一端是服务居民理财需求， 让老百

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另一端是服务实体

经济，而这两端底层逻辑一致。 为居民理财的

过程，也是提高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的过

程，两者可以实现正向循环。

她介绍，截至2022年底，全市场主动权益

类基金最近20年、最近10年、最近5年的平均

年化收益率分别是13.7%、12.3%、9.3%，不算

很高，但正好是一个“GDP+” 的收益率。公募

基金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是能为投资者分享到

经济增长成果的。

但她也坦言，基金业绩是有波动的，投

资者常常因为波动拿不住， 频繁买卖，结

果赚不到基金赚的钱。因此，培养出一支专

业化、规范化的投教、顾问队伍，以专业精

神与投资者长期长情常相伴是非常有必

要的。

她认为，建设这样一支队伍是切实可行

的。 从美国数据来看，截至2021年底，美国

SEC注册的投顾机构共1.48万个，非行政雇

员超过92万人， 其中约35万人是投资顾问

代表（IAR）。可以通过建立标准和规则，搭

建知识库， 为从业人员做全面、 系统的培

训，培养出一定数量的专业化投教、顾问队

伍。 依靠这样的队伍，在投前、投中、投后全

方位陪伴投资者： 投前进行投教， 讲得清

楚，投资者才能买得明白；投中进行专业分

析、给出合理建议，辅导投资者做出适合自

己的投资决策；投后持续跟踪，在市场波动

时缓解投资者焦虑， 降低客户因非理性操

作带来的损失。

刘晓艳表示，可以集聚合力，扩大投教和

顾问服务的队伍。例如，借助媒体在创作力和

影响力上的优势， 制作老百姓愿意看、 喜欢

看、看得懂的“白话基金” 专栏，扩大传播的

广度；依靠银行、券商、平台等，共同做好线上

线下投教、陪伴服务。易方达基金愿与基金投

教联盟伙伴一起做起来、行动起来，以专业精

神长期长情陪伴投资者，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个性化全方位提升服务能力

构建买方投顾新生态

●本报记者 张舒琳 赵若帆

3月17日，中国证券报主办的“2023基金

业投教创新论坛暨第一届基金投顾金牛奖颁

奖典礼”在京举行。 盈米基金董事长、总经理

肖雯，财通基金督察长方斌、南方基金首席产

品官吴增涛、华泰证券基金投顾负责人李歌、

中信证券投顾部负责人皮舜、 先锋领航投顾

首席执行官李斌等嘉宾围绕“构建买方投顾

新生态” 主题进行圆桌讨论时表示，投顾是一

件难而正确的事情， 可以通过改变投资者投

资行为，让投资者拥有更好的投资体验、更长

的持有周期、更高的权益占比。买方投顾就是

站在投资者的视角来做顾问，做到投顾一体，

解决从基金净值到客户账户的 “最后一公

里”问题。

了解陪伴客户

业内素有“三分投，七分顾” 的说法，有

温度的顾问服务至关重要。 在李歌看来，投

顾是底座和上层接触的关系， 是无法彻底

分开的，因此更应该强调“投顾一体” 。 专

业型投资顾问应该帮助客户解决两个层面

的问题：一是理性层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是感性层面的情绪波动问题。 这需要有

大量的平台人员和数字化工作。 因此，对于

投顾而言，需要建立一套可执行、可复制、

可数字化的流程， 使投资顾问可低成本实

现服务落地。 “否则，顾问是高人力成本的

工作，只能服务高净值客户，无法下沉。 ” 李

歌说。

皮舜认为， 投顾业务在实践中有三点

需要注意：一是要解决对顾问的认知和信

仰问题。 买方投顾是能够实现财富管理

的，资产本身的长期收益率能够分享中国

经济增长，做到资产保值增值。 所以要和

顾问强调其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有数据支

撑，而不能让顾问沦落为只顾眼前利益的

“销售员” ，这可能会背离或忽视投资者的

获得感。

二是明确客户不同阶段的认知。 皮舜认

为，客户端要做好风险管理，不同的人在生命

周期的不同阶段， 对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同

的。例如，在年轻时可以追求波动性稍微高一

点、收益弹性大一点的资产。

三是做到了解客户、陪伴客户。

李斌表示，经过这两年的实践发现，投前

对用户做好预期管理以及确定投资目标愈发

重要。 投前应该为用户设定科学的投资目标，

投后要始终围绕目标为用户提供投资管理和

服务内容。

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投顾是一件难而正确的事。 ” 肖雯说，

投顾的目标是提高客户的获得感， 投顾的使

命是帮客户实现回报。 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

从基金净值到客户账户的 “最后一公里” 问

题。投顾可以通过改变投资者投资行为，让投

资者拥有更好的投资体验、更长的持有周期、

更高的权益占比。

吴增涛表示，当前，基金投顾仍在探索阶

段，需要更多肯定，是需要坚持的难而正确的

事， 基金投顾业务对公司的综合能力要求较

高，需要科技团队、投研团队、顾问陪伴团队

发挥协同作用。 基金投顾分几个环节，其中，

选策略比选基金更难， 投顾产品需要根据不

同资金的用途和预期盈利，开发相应的策略，

与客户需求进行匹配。

而买方投顾的推出， 是资管行业的一次

自我革新，是财富管理转型的重要探索，也被

视为解决行业深层次问题的破局之钥。

“我们已处于财富管理的大时代，财富管

理的定义就是以投资者为中心， 为投资者保

值增值。 做好财富管理的关键一招在于做好

买方投顾。 ”皮舜表示，整个公募基金行业走

过了25年的历史，而基金投顾刚刚走过3年的

历史， 基金投顾的行稳致远既有利于买方投

顾真正发展壮大， 也有利于资产管理机构获

得长线资金的来源。

李歌认为，投顾应以平视视角对待客户。

经过这几年的洗礼， 基金投顾业务已经到了

临界点， 基于客户诉求的投顾业务 “未来可

期” 。“行业对基金投顾业务的认知出现了很

大变化。 最初业内将其定义为如何解决投资

者的收益问题， 今天大家越来越关注客户关

切的问题， 越来越开始从客户的视角来思考

投顾的问题。 希望基金投顾能够与客户站在

一起，以平视视角对待，既不要俯视也不要仰

视。 ”他表示。

千人千面 探索精准服务

基金投顾自诞生起就被视为解决“基金

赚钱、基民不赚钱”痛点的一剂良药。 三年多

以来， 试点机构对做好基金投顾付出了不懈

努力，从投研架构、投顾策略以及投前、投中、

投后及投教等全流程的买方投顾服务体系方

面，展开了多样化探索。

肖雯认为，投顾业务需要聚焦三个方面：

一是理论层面，要认识到投教、投资、投顾是

一体的；二是建立数字化中台，实现“千人千

面” 的投顾；三是在数字化基础上，精准、专

业、温暖地为大众客户提供投顾服务。

方斌表示，要提高投研平台和量化技术。

财通基金会向一些投顾业务平台输出投顾策

略的研究成果， 为具有投顾业务资质的同业

及合作方、VIP高净值客户、 机构客户等提供

一对一的策略定制。

他表示， 具体的做法分为四个步骤：第

一步，做好用户画像，对不同类型投资者的

风险收益特征进行分层分类， 使用投资者

适当性调查问卷、大数据等模式，结合数据

和算法，对投资者的资产、风险收益预期、

流动性等进行分析，确定投资者的基本特征

与需求。 第二步， 根据用户画像的结果，针

对不同类型等级的风险收益特征的投资

者，进行不同投顾策略的研发和匹配。 第三

步，交易与监控调仓。 第四步，跟踪服务和研

究复盘。

在李斌看来， 投资顾问服务要真正做到

“千人千面” ，需要加大算法投入。“投顾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帮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而要做到个性化服务，利用大数据、算法和AI

是非常重要的，‘帮你投’ 从去年开始就在算

法和技术方面加大投入。 经过一年的实践，我

们发现，这种个性化的服务对于提升用户获得

感和帮助用户长期持有具有正向效果，所以今

年我们也会继续加大投入。 ”他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