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基金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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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提示基金经理。 ”于善辉指出，投资者选择的是细分的产品而不是大而全的产品，将来客户的需求会越来越细分，那么只有实现管
理风格与产品契合，才能保证投资者选择的是合适的产品，这样才更容易构建产品线。
另一方面是将团队的架构、研究的逻辑和方法、制度、流程做得更合理和完善，形成各项业务的坚强后盾。 于善辉将研究定位于持
续的、可复制的研究，他眼中有竞争力的研究依靠团队、制度、系统三方面。 “
首先，团队要有自身的培养机制，能够按照一条主线进行
研究，符合投资需求；第二是制度，只有制度才能确保可复制和延续；第三，系统可以令研究的过程留痕，保证其沿承。 ”
谈及是否会利用量化手段进行产品设计和考核，于善辉说：“
量化是一种工具。 我们可以利用量化来辅助决策，也可以将量化的结
果纳入考核。 但量化不是万能的，它也需要进行修正、需要定性的支持，只有不断地磨合、修正，才能构建完善的体系。 ”
全新舞台施展才华
做了十几年的基金“
旁观者”，于善辉对基金行业的现状和未来有着自己的判断。 “
基金行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基金公
司要自救。”关于如何突围、如何自救，于善辉一口气列出了五点。“
第一，重新树立专业的形象，该挣钱的时候就要为投资者挣钱，只跑
赢比较基准不行；第二，要增强与银行客户的沟通，多交流，用数据说话；第三，在公司的自身定位上，要以投资者利益为首要地位，合
规文化要坚持。 股东在关注利润的同时应重视基金公司的长远发展，思考公司定位、产品定位，形成良性循环；第四，建议基金公司主
动与媒体、投资者交流，做的不好的要承认，做的好的也要让人正确理解，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生态环境；第五，基金行业应重视第三
方投顾，基金评价机构也应当多发出声音，共同把行业的生态建立起来，中介机构还应帮助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 ”
“
来民生加银前，我跟万总、俞总谈了很多次。 我问他们公司的方向是什么，当时万总就提出了一个理念，那就是做多元化的资产
管理公司。 ‘
多元化’的理念非常具有吸引力，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民生加银要成为做多元化的资产管理公司，不仅做公募业务，还要
发展专户、投顾等；另一方面是要在自己的业务范围里，把投资范围的东西做透，尽量利用各种金融工具，通过有效的投资方法、理念
和哲学，最后为投资人带来价值。 ”于善辉说。
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实干家。 进入全新的舞台，于善辉计划重点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方面是完善公司的产品线，结合民生
现
加银的公司、客户、股东特点和资源禀赋进行产品安排，其中符合客户需求是第一位的。 产品后期维护也将是其今后的工作重点，“
在基金业存在产品设计和维护脱节的问题，产品后期管理的思路、风格与产品定位之间的偏离还有待缩小。 ”于善辉认为，以产品带动
投研管理、客户服务和销售，将更容易实现产品突围。 “
产品设计和后期管理是一个系统，包括前期客户需求的收集、需求细化、论证、
提交产品给投资者、交由基金经理管理等等。 基金经理的实际投资与产品最初的定位要契合，如果出现风格偏离，可能就需要纠偏，要
于善辉，中国基金业评价与研究教父级人物，是我
2012年2月2日，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发出这样一条微博：“
寂寞’啊，我们一起参与评选了6年的中国基金业金牛奖啊。 ”
相当景仰的兄弟。 现在老于去了民生加银基金公司，让我相当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 于善辉在天相投顾工作11年后转而投向民生加银，担任总经理助理、金融工程与产品部总监、研究部负责人，引
起外界诸多猜测。 有人猜测是因为薪水更高， 有人猜测是平台更好。 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 于善辉道出了他的真实意
图——
—为了一个舞台，一个能让他践行理想的舞台。
基金专家”，没有人会质疑。 但他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直怀揣着对基金行业发展的憧
于善辉做基金评价十几年，将他定位于“
憬，此番为了实现理想义无反顾地投身民生加银，希望借一方新的平台有一番更大的作为，完成从基金“
旁观者”到实干家的转型。
于善辉：从基金“
旁观者”到实干家
本报记者 曹淑彦

基金人物
fund

一诺十年蒙古汉
作为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汉子，于善辉说话直率，脾气有点“
倔”。他的“
倔”实际上是执着——
—待人执着，对事业执着。为了当初的承
诺，于善辉在天相投顾一干十几年。 在思考人生转型时，他不为金钱，不为荣誉，只为理念。
“
我为什么会在诱惑不断的情况下在天相做了11年？ 因为我跟老板承诺了‘
两个五年’。 第一个五年，不用担心我会走，待遇怎样都
没关系，我把事儿都干好，尽心尽力地干好。 我这个人比较执着，为了承诺而活着，所以五年之内没考虑任何外界的机会；第二个五年
时，正是天相上台阶的时候，如果我离开，影响会比较大，我就又约定了五年。 ”于善辉说。
十年的承诺兑现时，天相投顾的各项业务运转已经成熟稳定，于善辉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事业方向，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去闯
一闯。天相投顾董事长林义相对他讲了两点：“
第一，于善辉你适合闯；第二，你离开天相我很能理解，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当时，很多卖方、基金公司等机构向于善辉抛出橄榄枝。 尽管卖方开出的条件非常有吸引力，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基金行业。 于善辉表
示，美国居民个人资产的40%到60%都是基金，而我国大部分人的基金占资产比例连10%都不到。 近期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完善
基金业面临着进一步完善以及重新建立
和稳定资本市场基础，例如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等，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 “
信任的过程，尽管它现在处于困境，但这个行业还有着很大前途，这是我不想离开的原因。 ”他说。
不离开这个行业，就得选一家基金公司。 于善辉将很多因素纳入他的“
职业模型体系”。 “
我们做评价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理念和
想法。 当初选择时，我最看重的因子就是团队，也就是我跟谁共事或者共事的人可以给我多大的空间。 我把自己的后半生的前途都
赌’在这儿了，所以一定要选一个能实现自我价值、能够做大做强的公司。 ”
‘
业内很多朋友建议他去大基金公司，“
如果选择大的基金公司，确实会生活得比较舒服，但是我可能只能做一个螺丝钉，给公司带
来的增量有限；而加入一家具有成长性的公司，我可以更多地参与其中，甚至可以参照国际上的大基金公司模式去为基金公司发展提
出建议，能够产生更多的附加值。”于善辉表示，在选择新东家时，基金公司与股东的关系、公司氛围等都是他看重的因素。在60多家基
金公司中，于善辉最终选择了民生加银，他说：“
民生加银更具成长性。 成长性可能很多人都不在乎，但我就是为了这个理念。 ”
然而有业内朋友提醒他，把小公司做大做强后，业绩是属于股东的，个人难以分享到公司成长带来的利益。 民生加银董事长万青
这个行业如果放开，允许做股权激励，民生加银肯定是第一家。 ”
元打消了他的顾虑，“

2012年3月19日 星期一

突破口瞄准新业务
目前，基金行业整体陷入“
寒冬”，对于民生加银而言，在传统的公募基金业务上难以发力，他们将突破口瞄准了专户业务和投资
顾问的创新。 于善辉指出，民生加银在专户产品上更容易实现突围，这也是公司的战略定位。 “
主要原因是我们具有客户基础。 另一方
面，专户更具有创新空间。 同时，同业竞争中专户还是一片蓝海，可以通过满足客户需求而获得竞争力。 ”
于善辉介绍，在专户业务方面，除了传统的一对多，民生加银将注重一对一模式的拓展。 这一思路与公司大股东民生银行的战略
转型相吻合，因此获得了股东方的支持；在投资顾问业务方面，目前基金公司的投顾大多面向个人，民生加银将会加大金融整合项目
投顾业务的拓展。
在公募基金产品创新和布局上，于善辉表示，民生加银将主要着眼于客户细分，选择适当的时机为客户提供适合的产品。 近期推
出的民生加银中证内地资源指数基金，其发行时机经过公司慎重考虑。 由于美联储宣布到2014年一直维持低利率，这意味着流动性改
善和需求的复苏。 今年以来有色、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涨势较好，该产品有望为投资者带来分享资源品上涨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
内地资源指数是强周期性的产品，弹性非常高。 牛市里一定比很多指数都跑得好，但熊市里面临的压力也一定比较大，因此投资顾问
就非常重要。
于善辉透露，接下来公司将发行一只信用双利产品。 首先，2月CPI同比增幅为3.2%，低于一年期定期存款收益率，这就为货币工具
提供了可操作空间，有利于债券上涨；其次，目前信用风险降低，信用利差缩小，信用债价格将上升，近2到5年信用债将具有投资机会；
此外，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以往管理的基金业绩表现较好，排名居同类产品前10%，信用债投资能力具有较大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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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善辉 从基金观察者到实干家
□本报记者 曹淑彦

一诺十年蒙古汉
作为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汉子，
于善辉说话直率，脾气有点“
倔”。
他的“
倔”实际上是执著——
—待人
执著，对事业执著。 为了当初的承
诺， 于善辉在天相投顾一干十几
年。 在思考人生转型时，他不为金
钱，不为荣誉，只为理念。
“
我为什么会在诱惑不断的
情况下在天相做了11年？因为我跟
两个五年’。第一个五
老板承诺了‘
年，不用担心我会走，待遇怎样都
没关系，我把事儿都干好，尽心尽
力地干好。 我这个人比较执著，为
了承诺而活着，所以五年之内没考
虑任何外界的机会； 第二个五年
时，正是天相上台阶的时候，如果
我离开，影响会比较大，我就又约
定了五年。 ”于善辉说。
十年的承诺兑现时，天相投
顾的各项业务运转已经成熟稳
定，于善辉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
事业方向，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
台去闯一闯。 天相投顾董事长林
义相对他讲了两点：“
第一，于善
辉你适合闯；第二，你离开天相
我很能理解，我相信你会有一个
很好的前途。 ”
当时，很多卖方、基金公司
等机构向于善辉抛出橄榄枝。 尽
管卖方开出的条件非常有吸引
力，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基金行业。
于善辉表示，美国居民个人资产
的40%到60%都是基金，而我国大
部分人的基金占资产比例连10%
都不到。 近期证监会出台了一系
列措施来完善和稳定资本市场基
础，例如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新股
发行制度改革等，这些都是积极
的信号。 “
基金业面临着进一步
完善以及重新建立信任的过程，
尽管它现在处于困境，但这个行
业还有着很大前途，这是我不想
离开的原因。 ”他说。
不离开这个行业，就得选一
家基金公司。 于善辉将很多因素
纳入他的“
职业模型体系”。 “
我
们做评价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
理念和想法。 当初选择时，我最
看重的因子就是团队，也就是我
跟谁共事或者共事的人可以给
我多大的空间。 我把自己的后半
生的前途都‘
赌’在这儿了，所以
一定要选一个能实现自我价值、
能够做大做强的公司。 ”
业内很多朋友建议他去 大
基金公司，“
如果选择大的基金
公司， 确实会生活得比较舒服，
但是我可能只能做一个螺丝钉，
给公司带来的增量有限；而加入
一家具有成长性的公司，我可以
更多地参与其中，甚至可以参照
国际上的大基金公司模式去为
基金公司发展提出建议，能够产
生更多的附加值。 ”于善辉表示，
在选择新东家时，基金公司与股
东的关系、公司氛围等都是他看
重的因素。 在60多家基金公司
中， 于善辉最终选择了民生加
银， 他说：“
民生加银更具成长
性。 成长性可能很多人都不在
乎，但我就是为了这个理念。 ”
然而有业内朋友提醒他，把
小公司做大做强后， 业绩是属于
股东的， 个人难以分享到公司成
长带来的利益。 民生加银董事长
万青元打消了他的顾虑，“
这个行
业如果放开，允许做股权激励，民
生加银肯定是第一家。 ”

全新舞台施展才华
2012年2月2日，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发出这样一
条微博：“
于善辉，中国基金业评价与研究教父级人物，是我相当景仰的兄
弟。 现在老于去了民生加银基金公司，让我相当的‘
寂寞’啊，我们一起参与
评选了6年的中国基金业金牛奖啊。 ”
一石激起千层浪。 于善辉在天相投顾工作11年后转而投向民生加银，
担任总经理助理、金融工程与产品部总监、研究部负责人，引起外界诸多猜
测。 有人猜测是因为薪水更高，有人猜测是平台更好。 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于善辉道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为了一个舞台，一个能让他
践行理想的舞台。
于善辉做基金评价十几年，将他定位于“
基金专家”，没有人会质疑。 但
他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直怀揣着对基金行业发展的憧憬，此番为了实
现理想义无反顾地投身民生加银， 希望借一方新的平台有一番更大的作
为，完成从基金观察者到实干家的转型。

做了十几年的基金观察
者，于善辉对基金行业 的 现 状
和未来有着自己的判断 。 “
基
金行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所以基金公司要自救。 ”关
于如何突围、如何自救，于善
辉一口气列出了五点。 “
第一，
重新树立专业的形象， 该 挣 钱
的时候就要为投资者挣 钱 ， 只
跑赢比较基准不行； 第 二 ， 要
增强与银行客户的沟通 ， 多 交
流，用数据说话；第三，在公司
的自身定位上， 要以投资者利
益为首要地位， 合规文化要坚
持。 股东在关注利润的同时应
重视基金公司的长远发 展 ， 思
考公司定位、产品定位，形成良
性循环；第四，建议基金公司主
动与媒体、投资者交流，做得不
好的要承认， 做得好的也要让
人正确理解， 这样才能形成良
性的生态环境；第五，基金行业
应重视第三方投顾， 基金评价
机构也应当多发出声音， 共同
把行业的生态建立起来， 中介
机构还应帮助投资者树立正确
的投资理念。 ”
“
来民生加银前，我跟万总、
俞总谈了很多次。我问他们公司
的方向是什么，当时万总就提出
了一个理念，那就是做多元化的
资产管理公司。‘
多元化’的理念
非常具有吸引力，这包含两个层
次：一是民生加银要成为做多元
化的资产管理公司，不仅做公募
业务，还要发展专户、投顾等；另
一方面是要在自己的业务范围
里， 把投资范围的东西做透，尽
量利用各种金融工具，通过有效
的投资方法、理念和哲学，最后
为投资人带来价值。”于善辉说。
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
个实干家。 进入全新的舞台，于
善辉计划重点从两个方面发力：
一方面是完善公司的产品线，结
合民生加银的公司、客户、股东

特点和资源禀赋进行产品安排，
其中符合客户需求是第一位的。
产品后期维护也将是其今后的
工作重点，“
现在基金业存在产
品设计和维护脱节的问题，产品
后期管理的思路、风格与产品定
位之间的偏离还有待缩小。 ”于
善辉认为， 以产品带动投研管
理、客户服务和销售，将更容易
实现产品突围。 “
产品设计和后
期管理是一个系统，包括前期客
户需求的 收 集 、 需 求 细 化 、 论
证、提交产品给投资者、交由基
金经理管理等等。 基金经理的
实际投资与产品最初的定位要
契合，如果出现风格偏离，可能
就需要纠偏， 要及时提示基金
经理。 ”于善辉指出，投资者选
择的是细分的产品而不是大而
全的产品， 将来客户的需求会
越来越细分， 那么只有实现管
理风格与产品契合， 才能保证
投资者选择的是合适 的 产 品 ，
这样才更容易构建产品线。
另一方面是将团队的架
构、研究的逻辑和方法、制度、
流程做得更合理和完善， 形成
各项业务的坚强后盾。 于善辉
将研究定位于持续的、 可复制
的研究， 他眼中有竞争力的研
究依靠团队、 制度、 系统三方
面。 “
首先，团队要有自身的培
养机制， 能够按照一条主线进
行研究，符合投资需求；第二是
制度， 只有制度才能确保可复
制和延续；第三，系统可以令研
究的过程留痕，保证其沿承。 ”
谈及是否会利用量化手段
进行产品设计和考核， 于善辉
说：“
量化是一种工具。 我们可
以利用量化来辅助决策， 也可
以将量化的结果纳入考核。 但
量化不是万能的， 它也需要进
行修正、需要定性的支持，只有
不断地磨合、修正，才能构建完
善的体系。 ”

突破口瞄准新业务

于善辉，硕士，证券分析师，十余年证券从业经验。 现任民生加银基金
总经理助理，研究负责人，金融工程与产品设计总监。 此前任天相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主管研究。 曾担任宋庆龄基金会投资决策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审专家、上市公司年鉴编写组成员、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年报编写组成员、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专家组成员。 曾多次作为
嘉宾参加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的访谈节目。

目前， 基金行业整体陷入
“
寒冬”，对于民生加银而言，在
传统的公募基金业务上难以发
力， 他们将突破口瞄准了专户
业务和投资顾问的创新。 于善
辉指出， 民生加银在专户产品
上更容易实现突围， 这也是公
司的战略定位。 “
主要原因是我
们具有客户基础。 另一方面，专
户更具有创新空间。 同时，同业
竞争中专户还是一片 蓝 海 ， 可
以通过满足客户需求而获得竞
争力。 ”
于善辉介绍， 在专户业务
方面，除了传统的一对多，民生
加银将注重一对一模式的拓
展。 这一思路与公司大股东民
生银行的战略转型相 吻 合 ， 因
此获得了股东方的支持； 在投
资顾问业务方面， 目前基金公
司的投顾大多面向个人， 民生
加银将会加大金融整合项目投
顾业务的拓展。
在公募基金产品创新和布
局上，于善辉表示，民生加银将
主要着眼于客户细分，选择适当
的时机为客户提供适合的产品。
责编：鲁孝年

近期推出的民生加银中证内地
资源指数基金，其发行时机经过
公司慎重考虑。由于美联储宣布
到2014年一直维持低利率，这意
味着流动性改善和需求的复苏。
今年以来有色、石油、煤炭等大
宗商品涨势较好，该产品有望为
投资者带来分享资源品上涨的
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内地资源
指数是强周期性的产品，弹性非
常高。牛市里一定比很多指数都
跑得好，但熊市里面临的压力也
一定比较大，因此投资顾问就非
常重要。
于善辉透露，接下来公司将
发行一只信用双利产品。首先，2
月CPI同比增幅为3.2%， 低于一
年期定期存款收益率，这就为货
币工具提供了可操作空间，有利
于债券上涨；其次，目前信用风
险降低，信用利差缩小，信用债
价格将上升，近2到5年信用债将
具有投资机会；此外，该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以往管理的基金业
绩表现较好，排名居同类产品前
10%，信用债投资能力具有较大
的确定性。
美编：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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