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昌勇 大资管时代坚持减法策略

本报记者 黄淑慧

随着金融混业和大资管时代的开启，公募基金行业寻找发展“蓝海”的热情高涨，各家公司除了在公募领域加强创新之外，纷纷发力专户、子公司等非公募业务。在此大背景下，诸多基金公司也对未

来发展路径进行了战略性思考。

兴业全球基金副总经理杜昌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未来行业将发生重大变局，具备差异化竞争能力的公司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兴业全球无论是公募业务还是非公募业务，都

将依托自身在权益投资领域的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减法策略”。

走差异化竞争之路

截至目前，我国基金公司数量已经超过80家，还有不少公司正在等待成立批文，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公募基金行业就会出现“百舸争流“的景象。与此同时，随着金融机构在混业经营上的尝试和突破，

基金公司的竞技场其实是整个大资产管理行业。 面对行业重大变局，兴业全球基金是较早提出差异化竞争策略并身体力行的公司之一。

中国证券报：随着大资产管理时代的开启，基金公司的发展路径和竞争方式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你认为未来行业格局演变会呈现何种趋势？

杜昌勇：随着市场参与主体的增多，涉足业务范围的扩大，近一两年，我们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即行业正朝着更为多元化的路径迈进，未来基金行业将真正进入差异化竞争时代，一部分公司在

公募业务领域将延续优势，一部分公司可能会在专户、子公司等非公募领域崭露头角。 并且，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领域，各家公司的着力点也同样会出现分化。 比如在专户和子公司业务方面，一些公

司在对冲、期货类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另一些则可能集中精力于地产类信托业务。

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公司会放弃“大而全”的经营目标，转而思考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对发展路径作出战略性调整。 从本质上说，未来基金公司的生存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提供专业价

值，如果只能提供和别人雷同的产品和同质化的服务，则将很难在竞争中胜出。 反过来讲，具备差异化竞争能力的公司也能因此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证券报：一直以来，兴业全球都以权益类主动投资业务为发展重心，下一阶段，公司是否还将坚持这样的发展策略？

杜昌勇：对于兴业全球基金而言，核心竞争力无疑是主动投资管理能力。 截至2012年底，兴业全球过去五年股票投资主动能力在56家可比基金公司中排名第3位，并且旗下产品中长期业绩表现突

出。 未来，公司会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在优势区域加大投入和发展力度。

我们相信，只有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战略定位，精准地选择细分市场，通过差异化竞争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这个群雄逐鹿的市场谋求更好的发展。 市场可能都已经感受到，类似2006

年-2007年那样的大牛市几乎不可能重现了，轻轻松松赚取不菲回报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这对基金公司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随着未来中国金融创新步伐的进一步推进，金融品种越

来越丰富，主动管理能力较强的公司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

非公募业务立足权益类投资

今年年初，兴业全球基金在业内较早地成立了资产管理子公司。 不过，在行业迈开步子大干快上的背景下，兴业全球基金非公募业务却提出了“减法策略”，将目光聚焦在基础资产为股票的相关业

务上，将权益主动管理、定向增发投资、股权质押等业务领域作为玩转创新的成功密码。

中国证券报：你同时兼任兴全睿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能否介绍下公司专户和子公司业务的发展情况？

杜昌勇：兴业全球基金专户和子公司业务，除了传统的灵活配置型产品，主要包括定向增发类、股权质押类、资产证券化类以及可转债类产品。截至目前，专户和子公司业务规模已突破90亿，较去年

年底实现了翻番。

一直以来，兴业全球基金都视定向增发为重要的投资策略，很早就系统性地把握了该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取得了良好的客户口碑和较大的市场影响力。 在专户产品中，我们也非常重视对定增机

会的挖掘和甄别。 此外，我们采用创新式产品设计，发行了多只定增分级产品，对定增项目的风险、收益进行合理切分，让不同理财需求的投资者都可以分享定增投资的收益机会。

可转债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独特收益特征，兴业全球是业内最早介入可转债投资的基金公司，我们也推出了系列专户产品，同样通过质押回购和结构化分级进一步对产品进行了细分，更好地

满足了客户的多元化投资需求。

子公司业务上，我们开展较多的是股权质押类项目，通过有竞争力的融资成本和适合的质押率，以收益权转让及回购的形式提供融资，目前已经成立了多只产品，累计募集规模近20亿。

此外，在资产证券化方面，我们目前也在尝试接受一些非标信托债权资产，未来进行包装后将在交易所市场或者证券公司OTC市场进行交易。

中国证券报：今年以来，其他一些基金子公司纷纷发力房地产类信托业务，兴业全球有无计划参与类似的业务？

杜昌勇：各家公司对于子公司业务的着力点不同。我们完全没有涉足房地产类信托业务，包括与之相关的通道业务。我们认为，兴业全球的比较优势仍然在权益类投资，并且将这种专注的基因也注

入了专户和子公司运作中。在定增项目和股权质押项目中，我们是拥有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的。通过对风险资产的合理定价，我们可以在定向增发投资中为项目合理估值，从而有取有舍，选择有投资价

值的定增标的；在股权质押项目中，我们能够为股权项目合理定价，制定合理的质押率，在评估项目风险的同时为客户争取合理收益。

地产类信托项目的确容易快速拉升子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但并非我们所长，因此我们选择了回避。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没有如业内一些公司一样从信托公司挖人开展新业务，我们子公司业务的

开展完全构筑在公司原有人才梯队的基础上。我们只是整合公司资源，设立了横跨部门的服务流程，配备了涵盖产品设计、研究策划、投资管理、客户服务的专业团队，增加了运营保障和合规风控，把前

中后台打造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协同系统。

公募业务重质轻量

Wind数据统计，今年以来整个公募基金行业成立新基金223只，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3%。当行业竞争愈发激烈的时候，尽管新基金发行的回报与成本难以匹配，新基金发行仍然是一些公司跑马

圈地或维持疆域的重要举措。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兴业全球基金的行事作为一直保持着“不凑热闹”的风格：这家成立已经十周年的公司，一直坚持“精品战略”，旗下迄今只有13只基金产品。 当同行们

马不停蹄地推出新基金时，兴业全球始终保持着每年上马1-2只新产品的节奏。

中国证券报：我们留意到，今年以来兴业全球仅上报了一只新产品，至今还没有发行新基金。 在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公司如何保持自身的资产管理规模和行业地位？

杜昌勇：在新基金的发行上，我们认为，推出同质化的产品并无太大必要。公司今年上报的兴全沪深300指数分级定期开放式股票型基金，是一只创新产品，待到获批后会启动这一产品的发行。除此

之外，到今年年底，我们没有其他新基金发行计划。

我们观察到，近年来基金投资者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识到，直接购买老基金和认购新基金本质上是一样的。 我们今年重点开展的是老基金的持续营销工作。 凭借公司这些年的业绩表现

和品牌积淀，旗下多只基金都受到了投资者的欢迎。 因此，在没有发行新基金的情况下，公司资产管理规模基本保持稳定。

事实上，我们也无意追求自身能力圈之外的规模增长，我们比较注重资产管理规模与团队管理能力的相互匹配，以及投资业绩与管理规模的平衡，以实现公司的有机增长。以固定收益产品为例，近

两年同行纷纷发力固收产品，我们实际上也在加强团队建设和研究准备，但是我们会掌握好进度，不会为了规模和排名仓促推出产品。

中国证券报：今年互联网金融成为市场热点，基金销售纷纷触网。 你认为这会对未来基金行业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杜昌勇：整体而言，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基金行业是利好。 过去基金销售主要依赖银行，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基金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应运而生，为基金销售开辟了更多的渠道。 当然业界对此也有

一些争议，有些观点认为未来互联网金融平台赢家通吃的局面未必有利于基金公司的话语权。 不过，在决定一家基金公司议价能力的各种因素中，业绩占到很大的权重，任何一个渠道都会更愿意对业

绩出众的公司打开大门。 并且，投资者在网上买基金时，可以更便捷地查看、比较产品的业绩，业绩会成为其考量的重点，主动管理能力较强的基金公司会占据优势，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和业绩的

相关性会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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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我们注意到，今年以

来兴业全球仅上报了一只新产品，至

今还没有发行新基金。 在行业竞争越

来越激烈的情况下， 公司如何保持自

身的资产管理规模和行业地位？

杜昌勇：在新基金的发行上，我们

认为， 推出同质化的产品并无太大必

要。 公司今年上报的兴全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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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品， 待到获批后会启动这一产

品的发行。 除此之外，到今年年底，我

们没有其他新基金发行计划。

我们观察到， 近年来基金投资者

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识到，

直接购买老基金和认购新基金本质上

是一样的。 我们今年重点开展的是老

基金的持续营销工作。 凭借公司这些

年的业绩表现和品牌积淀， 旗下多只

基金都受到了投资者的欢迎。因此，在

没有发行新基金的情况下， 公司资产

管理规模基本保持稳定。

事实上，我们也无意追求自身能

力圈之外的规模增长，我们比较注重

资产管理规模与团队管理能力的相

互匹配，以及投资业绩与管理规模的

平衡，以实现公司的有机增长。 以固

定收益产品为例，近两年同行纷纷发

力固收产品，我们实际上也在加强团

队建设和研究准备，但是我们会掌握

好进度，不会为了规模和排名仓促推

出产品。

中国证券报： 今年互联网金融成

为市场热点，基金销售纷纷触网。 你

认为这会对未来基金行业格局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

杜昌勇：整体而言，电子商务的

发展对基金行业是利好。过去基金销

售主要依赖银行， 独立基金销售机

构、基金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应运

而生， 为基金销售开辟了更多的渠

道。 当然业界对此也有一些争议，有

些观点认为未来互联网金融平台赢

家通吃的局面未必有利于基金公司

的话语权。 不过，在决定一家基金公

司议价能力的各种因素中，业绩占到

很大的权重，任何一个渠道都会更愿

意对业绩出众的公司打开大门。 并

且，投资者在网上买基金时，可以更

便捷地查看、比较产品的业绩，业绩

会成为其考量的重点，主动管理能力

较强的基金公司会占据优势，基金公

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和业绩的相关性

会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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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募业务立足权益类投资

今年年初， 兴业全球基金在业

内较早地成立了资产管理子公司。

不过， 在行业迈开步子大干快上的

背景下， 兴业全球基金非公募业务

却提出了“减法策略”，将目光聚焦

在基础资产为股票的相关业务上，

将权益主动管理、定向增发投资、股

权质押等业务领域作为玩转创新的

成功密码。

中国证券报： 你同时兼任兴全

睿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能

否介绍一下公司专户和子公司业务

的发展情况？

杜昌勇： 兴业全球基金专户和

子公司业务， 除了传统的灵活配置

型产品，主要包括定向增发类、股权

质押类、 资产证券化类以及可转债

类产品。 截至目前，专户和子公司业

务规模已突破

90

亿， 较去年年底实

现了翻番。

一直以来， 兴业全球基金都视

定向增发为重要的投资策略，很早

就系统性地把握了该细分领域的

投资机会，取得了良好的客户口碑

和较大的市场影响力。 在专户产品

中，我们也非常重视对定增机会的

挖掘和甄别。 此外，我们采用创新

式产品设计，发行了多只定增分级

产品，对定增项目的风险、收益进

行合理切分，让不同理财需求的投

资者都可以分享定增投资的收益

机会。

可转债具有“进可攻、退可守”

的独特收益特征， 兴业全球是业内

最早介入可转债投资的基金公司，

我们也推出了系列专户产品， 同样

通过质押回购和结构化分级进一步

对产品进行了细分， 更好地满足了

客户的多元化投资需求。

子公司业务上， 我们开展较多

的是股权质押类项目， 通过有竞争

力的融资成本和适合的质押率，以

收益权转让及回购的形式提供融

资，目前已经成立了多只产品，累计

募集规模近

20

亿。

此外，在资产证券化方面，我们

目前也在尝试接受一些非标信托债

权资产， 未来进行包装后将在交易

所市场或者证券公司

OTC

市场进行

交易。

中国证券报：今年以来，一些基

金子公司纷纷发力房地产类信托业

务， 兴业全球有无计划参与类似的

业务？

杜昌勇： 各家公司对于子公司

业务的着力点不同。 我们完全没有

涉足房地产类信托业务， 包括与之

相关的通道业务。 我们认为，兴业全

球的比较优势仍然在权益类投资，

并且将这种专注的基因也注入了专

户和子公司运作中。 在定增项目和

股权质押项目中， 我们是拥有定价

能力和风控能力的。 通过对风险资

产的合理定价， 我们可以在定向增

发投资中为项目合理估值， 从而有

取有舍， 选择有投资价值的定增标

的；在股权质押项目中，我们能够为

股权项目合理定价， 制定合理的质

押率， 在评估项目风险的同时为客

户争取合理收益。

地产类信托项目的确容易快速

拉升子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但并

非我们所长， 因此我们选择了回

避。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没有如业

内一些公司一样从信托公司挖人

开展新业务，我们子公司业务的开

展完全构筑在公司原有人才梯队

的基础上。 我们只是整合公司资

源， 设立了横跨部门的服务流程，

配备了涵盖产品设计、 研究策划、

投资管理、 客户服务的专业团队，

增加了运营保障和合规风控，把前

中后台打造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协

同系统。

走差异化竞争之路

截至目前， 我国基金公司数量

已经超过

80

家， 还有不少公司正在

等待成立批文， 预计在不远的将来

公募基金行业就会出现 “百舸争流

“的景象。 与此同时，随着金融机构

在混业经营上的尝试和突破， 基金

公司的竞技场其实是整个大资产管

理行业。 面对行业重大变局，兴业全

球基金是较早提出差异化竞争策略

并身体力行的公司之一。

中国证券报： 随着大资产管理

时代的开启， 基金公司的发展路径

和竞争方式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你

认为未来行业格局演变会呈现何种

趋势？

杜昌勇： 随着市场参与主体的

增多，涉足业务范围的扩大，近一

两年， 我们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趋

势，即行业正朝着更为多元化的路

径迈进，未来基金行业将真正进入

差异化竞争时代，一部分公司在公

募业务领域将延续优势，一部分公

司可能会在专户、子公司等非公募

领域崭露头角。 并且，无论是公募

还是非公募领域，各家公司的着力

点也同样会出现分化。 比如在专户

和子公司业务方面，一些公司在对

冲、 期货类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

另一些则可能集中精力于地产类

信托业务。

总的来说， 绝大多数公司会放

弃“大而全”的经营目标，转而思考

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对发展路

径作出战略性调整。 从本质上说，未

来基金公司的生存质量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其能否提供专业价值，如

果只能提供和别人雷同的产品和

同质化的服务，则将很难在竞争中

胜出。 反过来讲，具备差异化竞争

能力的公司也能因此获得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中国证券报：一直以来，兴业全

球都以权益类主动投资业务为发展

重心。 下一阶段，公司是否还将坚持

这样的发展策略？

杜昌勇： 对于兴业全球基金而

言，核心竞争力无疑是主动投资管

理能力。 截至

2012

年底， 兴业全球

过去五年股票投资主动能力在

56

家可比基金公司中排名第

3

位，并

且旗下产品中长期业绩表现突出。

未来， 公司会坚持 “有所为有所不

为”的策略，在优势区域加大投入和

发展力度。

我们相信， 只有根据自身的资

源禀赋和战略定位， 精准地选择细

分市场， 通过差异化竞争建立自身

的核心竞争力， 才能在这个群雄逐

鹿的市场谋求更好的发展。 市场可

能都已经感受到，类似

2006

年

-2007

年那样的大牛市几乎不可能重现

了， 轻轻松松赚取不菲回报的时代

已经离我们远去， 这对基金公司的

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并且，

随着未来中国金融创新步伐的进一

步推进，金融品种越来越丰富，主动

管理能力较强的公司将拥有更为广

阔的发展舞台。

随着金融混业和大资管时代的开启，公募基金行业寻找发展“蓝海”的热情高涨，各家公司除了在公募领域加强创新之外，纷

纷发力专户、子公司等非公募业务。 在此大背景下，诸多基金公司也对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战略性思考。

兴业全球基金副总经理杜昌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未来行业将发生重大变局，具备差异化竞争能力的公司

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兴业全球无论是公募业务还是非公募业务，都将依托自身在权益投资领域的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

不为”的“减法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