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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大中华”

问： 景顺长城首只QDII

基金为何选择 “大中华” 概

念，设计这个产品是基于怎样

的思路？

许义明：产品设计一定要

挑选具有持久增长的主题。对

于

QDII

产品来说，选择有富有

前景的投资标的非常重要。大

中华经济区的发展前景非常

明朗， 受益中国经济的崛起，

辐射整个大中华区域，未来仍

将保持高速发展，选择这个区

域作为主要投资对象，基金产

品的表现值得期待。 第二，景

顺集团在大中华的基金产品

已经发展多年，产品链和研究

设计机制非常健全，业绩表现

长年在前列，投研人员跟我们

公司来往密切，相互间非常熟

悉，他们对大中华基金的管理

经验十分丰富。

问：如何看待现在推出大

中华QDII基金的时机？

许义明：我觉得现在就是

一个很好的时机。

回顾以往，许多国内投资

者可能对

2007

年股市高位时

基金大量发行的情况心有余

悸。 当时是行业高峰期，许多

基金发行得太急也在所难

免。 所以我们常常说，基金最

具价值的时候， 市场未必是

最好的。

当你最辛苦去募集资金

的时候，也许是最好的入市时

间。目前大中华经济圈的各市

场估值都比较合理，选择现在

布局这些市场，投资者在中长

期会有比较好的收益。

做强QDII业务

问：外方股东以投资顾问

形式支持景顺长城的首只

QDII产品， 景顺集团对景顺

长城业务发展的价值体现在

哪些方面？

许义明：说到价值，我想

主要是无形的。

景顺集团有很好的管理

模式， 以投资业务为核心，强

化投资、待客以城、提升效率

及追求卓越的战略，都值得景

顺长城学习。

第一， 借助集团的经验，

我们可以少走弯路，这体现在

公司成立之初各项制度流程

以及管理模式的确立。

第二， 在发展的过程中，

集团可以协助我们把握国际

趋势，早一步发现市场的发展

方向，使我们能提前把资源和

人员集中在正确的方向上，来

推动公司业务的发展。

问：未来在QDII业务上，

景顺长城还有怎样的规划，与

外方股东又是如何互动的？

许义明：目前跨境业务越

来越多，我们特别注重

QDII

的

研发，现在是投资一些和我们

靠近的板块如大中华范围内

一些热点的区域经济，然后下

一步就会扩展到全亚洲、乃至

全球，投资各种不同风格的产

品。 同时，接下去我们也会推

出一些境内境外

ETF

的相关

业务。 外方股东在产品设计、

投资研究、制度流程的设置方

面都会给予指导，分享海外经

验。 比如，我们目前正在考虑

研发的跨境

ETF

产品，景顺集

团旗下有一家世界排名第四

的

ETF

公司叫

Powershare

，它在

ETF

的研发方面经验丰富，给

予我们产品研发、技术系统上

的支持。

此外，一些海外业务方面

的合作也是经常展开的。比如

我们承接集团的

QFII

业务，充

当这些

QFII

基金的国内投资

顾问。而集团下属公司也会成

为景顺长城

QDII

业务的投资

顾问，此类合作非常频繁。

景顺长城QDII团队：

差异化投资

首只

QDII

产品，景顺长城

QDII

投研团队希望将其打造

成旗舰产品。

精则有所专注，多则散乱

无纪。 对于

QDII

投研团队，景

顺长城坚持“精兵计划”。 “投

资和研究对个人能力要求很

高，但真正持久的投资能力其

实是团队的能力，” 景顺长城

主管投资的副总经理蔡宝美

女士表示，“团队合作精神非

常重要，因此研究员的选择首

先是个性和品质方面的选择，

欢迎心态开放、 交流顺畅、团

队适应力强的年轻人”。

比如， 研究员的招聘，景

顺长城一直坚持寻找聪颖富

有潜力的年轻人。专业能力方

面，研究员需要对海外市场有

一定了解， 同时乐于思考，公

司希望找寻到有潜质的年轻

人，鼓励更多新思路、新方法

的产生，并为他们创造良好成

长环境。 据介绍，研究员入职

后，有机会承担起行业研究并

不断覆盖更多的行业，以形成

全面的投资视角。走向成熟的

研究员将会顺理成章地进入

投资领域。

除了对投研人员的选择

有自己的标准之外，景顺长城

投研团队的扁平化管理最令

业内同仁羡慕，团队的沟通与

交流顺畅。 在交流的过程中，

无论职位高低，只有观点的碰

撞，所有团队成员都能够在坦

诚的交流中汲取养分。

没有复杂的办公室政治，

投研考核透明，每个团队成员

的收入都与其工作表现挂钩。

同时，考核会考虑到团队成员

的个性与风格，给予投研人员

空间，尤其是基金经理的业绩

考核方面，并不急功近利。 蔡

宝美认为， 再好的投资标的，

也要考虑到市场风格的变化，

只要长期能够有稳定的良好

回报，短期业绩波动是能被接

受的。

对于团队的管理，投研出

身的蔡宝美女士注重营造一

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她坦言：

管人和管钱最大的区别是，钱

仅仅是钱，而人有着千差万别

的个性。没有人能够赚到所有

的钱， 坚持理性投资的风格，

可能短期内也会有一定波动，

但长期来说，一般能够跑赢市

场。蔡宝美女士时常跟基金经

理表达如下理念：赚你会赚的

钱，专注你擅长的领域。

QDII

团队由于面向海外

投资， 这个团队的地域性更

加丰富，有不少台湾同事。 在

多元化背景下， 加强沟通及

对差异的尊重更加重要。 蔡

宝美对管理的理解是， 创造

条件尽量能够让每个人发挥

自己的专长。

外方顾问团队：

文化相近沟通密切

景顺长城大中华基金

8

月

19

日开始发售， 是一个新

基金， 然而该基金的投资顾

问—景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对该类基金已经有超过

19

年

的成功运作经验。

景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隶属景顺集团， 该集团

1960

年在香港地区设立亚洲第一

间办公室。 经过半个多世纪

的经营， 景顺集团在亚洲有

着

142

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

模， 其中大中华区域有

57

亿

美元， 主要从事亚洲区域基

金的投资与管理， 以及一些

境外基金的销售。

1992

年， 景顺大中华基

金在香港挂牌成立， 目前的

规模为

6

亿美元。 短中长期排

名都居于市场前四分之一。

除了大中华基金， 景顺集团

发行的中国概念基金主要还

包括赫赫有名的景顺中国基

金以及景顺中国机会基金

等。 这些基金的

5

年业绩均在

市场的前四分之一。

同属景顺大家庭， 景顺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景顺长

城基金以及景顺投信， 两岸

三地的交流频繁， 每周都有

电话会议，每个季度，两家公

司都会派投资总监和一位资

深研究员共赴香港进行较为

正式的交流。 由于两岸三地

都能说普通话， 在沟通上没

有障碍， 非正式的交流也不

少。 例如景顺长城，也经常会

倾听景顺投信对台湾地区市

场的看法。

两岸三地的投资文化也

非常相近。 首先，在投资资讯

的沟通与交流非常快速方

便。 不一定是正式的会议，团

队也未必特别大， 却能够很

清晰地对各自的想法进行沟

通。 投研体系扁平化，没有太

多层级的概念，基金经理、研

究员、 策略分析师以及经济

学家，都可以畅所欲言。 有时

候会有不定期的电话会议，

进行跨中心的沟通。 景顺集

团在全球有

12

个投资中心，

跨中心的沟通也非常顺畅，

譬如对美国国债上限等热点

问题进行的全球探讨， 各中

心的沟通非常充分。

其次， 所有人的职责都

很明晰， 基金经理以及研究

人员都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他们推崇基本面分析。 不仅

对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进行判

断， 也很重视公司盈利状况

的分析。

最后，是风险管理的流程

同样严格。在亚洲有个专门的

团队叫风险和业绩衡量。该团

队对每个基金的风险设定具

体的指标，然后实时监控他们

的风险以及之后追踪分析，并

定期与投研团队进行业绩衡

量的会谈。

成熟的风控体系，让景顺

集团在危机来临时能够独善

其身。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

危机对许多资产管理企业造

成了很大的冲击，而景顺集团

却逆流而上，目前的资产管理

规模相比危机前几乎翻番，今

年一季度末全球资产管理规

模达到

6419

亿。

景顺长城基金：“国际化” 是大趋势

从成立开始，景顺长

城就以海外基金管理公

司为模板。

作为国内首家中美

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景顺

长城在中外合作的道路

上已经累积八年的历程。

对于中外合作的模式与

前景， 总经理许义明感

悟良多，“管理要追求的

是一种可以永续经营的

模式， 国际化则是大趋

势” 。

据悉，外国的许多基

金公司都是在做好本地

之后走出去，变成区域型

公司，最后成为国际性的

公司。 “中国和美国相对

来说很相似， 无论人口、

发展潜能、后续的行业发

展都是充满机会。 中国的

基金公司从潜力上来说，

终究可以像美国那样，做

到很大的规模，” 许义明

坚信，“从长线来看，中国

的基金管理公司最终会

走向海外” 。

国际化是大趋势，

参考与吸取中方股东成

员的本地经验，结合国际

理念，最后把大家融合在

一起， 则更加至关重要。

“海外的经验，与本地的

机会及社会资源相结

合， 是合资基金发展业

务的巨大优势所在，” 许

义明说。

做好本地， 再向区

域化发展这个过程很重

要。 而国际业务经验对

于后续的跨境发展将会

有很大帮助， 这也是景

顺长城的优势所在。 随

着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

基金的发行， 景顺长城

的国际业务正式迈出了

第一步。

—企业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