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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炜，

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6

月任职于美国摩根大通集团，

2008

年

7

月

至今在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任研究员。现任广发纳斯达克

100

指数、广发农业、广发美国房地产、广发亚太中高收益、广发全球医疗

保健基金的基金经理。

基金人物

邱炜：把熟悉的市场做好

本报记者 常仙鹤

彼时，QDII产品刚刚开闸，国内基金公司竞相“出海” 延揽海外投资人才，邱炜正是在这股人才回流大潮中来到广发基金管理公司。 经过6年的沉

淀，邱炜目前已先后掌管了广发基金旗下4只QDII产品。

在货币基金和互联网金融大行其道的2013年，广发基金抓住欧美经济复苏的机遇连发3只QDII产品。 而对海外投资的踏实耕耘，也使广发基金在

2013年笑傲QDII市场。 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截至2013年12月31日，广发亚太精选以全年43.43%的收益摘得全市场QDII收益桂冠，广发

纳斯达克100在同类型基金中位居亚军（2/14），广发全球农业指数基金位列同类型基金第八，3只QDII基金同时进入同类型前十之列。

“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说，投资海外的主要目的是分散国内单一市场的投资风险。 海外配置追求的不是短期热点，而是可持续、相对长期的业绩回

报，因此QDII在突破地域限制的同时，更重要的要寻找那些符合长期增长逻辑的行业或区域性机会。 ” 邱炜表示，广发基金现有三大QDII系列产品，但

无论是美国系列、全球系列还是亚太系列，都有各自的特色，而最重要的是都是比较熟悉的市场。鉴于目前公司对海外市场的了解程度以及公司的投研

实力，当前公司QDII业务仍然聚焦于把“身边的市场” 做好，把熟悉的市场做好。

不追求短期热点

2007年，邱炜还是华尔街摩根大通集团的一名职员，此时的A股市场正热火朝天，QDII为基金公司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各大公司竞相海外寻

才。相对来说，当时美国资本市场已相对成熟和饱和，邱炜看到国内资本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毅然回国转投广发基金。2008年7月，国内外市场

进入漫漫熊途，刚刚加入广发基金的邱炜并没有灰心，在他看来，资本市场的周期性本就如此，市场处于低谷的时候也正是潜心做研究的时候。

2007年首批出海的4只QDII基金被寄予厚望，平均首募超过100亿份的规模就是最好的印证，因此2008年更多的基金公司加入发行QDII产品的行

列，不过随后而来的熊市也使这些基金进入了漫漫寒夜，持有人被深度套牢。

狂热使市场失去理智，熊市则更容易使人冷静下来思考。 “受点挫折对行业的发展来说是良性的，反而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中国从无到有开展海

外投资或者全球资产配置应该走哪条路，或者应该怎样去布局，给投资者提供什么产品等。 ” 邱炜说。

邱炜自2008年7月开始在广发基金国际业务部任研究员，期间，广发基金管理层将国际业务定位于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全球资产配置的工具，产品

规划的逻辑是长期稳健回报，而不是博短期的热点或者一两个月的波段。

“既然是做资产配置，就像家庭资产配置一样，你可能需要配置一部分房地产，一部分存款，一部分国债，一部分基金或者股票，而并不是说这段时

间股票涨得好就拿全部资产买股票， 可以倾斜多配而不是倾仓而动， 这样整个家庭资产的配置才比较稳健， 才能在风险相对低的情况下获得长期收

益。 ” 邱炜以此说明全球资产配置就是要求产品业绩能更长期更稳定，使投资者的金融资产更平衡，风险也更小。

“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说，投资海外的主要目的是分散国内单一市场的投资风险，海外配置追求的最重要的不是短期热点，而是可持续、相对长期的

稳健业绩回报，因此QDII在突破地域限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寻找那些符合长期增长逻辑而国内又比较缺失或者弱点比较明显的行业或区域。 ” 邱

炜说。

目前广发基金QDII业务已形成了三条产品系列，分别是全球产品系列、亚太产品系列和美国产品系列，共有6只产品。 其中，全球系列产品包括全

球农业和全球医疗保健基金，美国产品系列包括纳指100和美国房地产基金，亚太产品系列包括亚太股票精选和亚太中高收益债券基金。

“有中长期逻辑的产品不会因为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产生大的下行风险，或者说安全边际比较高。 ” 邱炜说，即便经济危机来临，由于市场的波动它

也会跌，但是相对跌得比较少。 因为经济危机的时候，农业、医疗、日用消费品等都还是有天然的需求。 对于未来的产品规划，广发基金还将推出日用消

费品QDII产品，并有可能再开发一个新的产品系列，布局到其他一些国家或区域。

首先做好身边市场

“从公司三大产品系列来看，无论是美国系列、全球系列还是亚太系列，都有各自的特色，但最重要的是都是比较熟悉的市场。 ” 邱炜表示，鉴于目

前公司对海外市场的了解程度以及公司的投研实力，当前公司QDII业务仍然聚焦于把“身边的市场” 做好，把熟悉的市场做好。

广发基金对QDII的潜心耕耘也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得到了回报。 金牛理财网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广发亚太精选以今年以来43.43%

的收益领跑全市场QDII，而其近三年的回报率达到31.43%，在可比的全部QDII中排名第二；近两年的回报率为65.39%，排名全部QDII首位；近一年回

报率42.49%，位列全部QDII第二名。 而2013年，广发纳斯达克100指数也以29.53%的收益排名同类基金第二，名列全市场QDII第三。

邱炜介绍，由于海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有效性非常高，做主动的产品要想战胜当地的市场指数难度比较大，所以公司目前的策略是以被动产品

为主，而公司的投研对亚太尤其是香港市场研究非常深入，因此在亚太及香港市场以主动产品为主。 不过，以后不单单是广发基金，整个中国的资产管

理行业随着国家整体综合实力的提高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金融行业综合实力提高了，未来肯定会出现一批国际型的资产管理公司，也将诞生

中国版的“黑石” 和“道富” 。 到时候，国内基金公司完全有能力经过时间、投研的积累，到海外成立分公司并招募海外投研团队，更深入地做好“更远

一点的市场” ，和当地资产管理人或是全球资产管理人进行竞争。

“这个行业以后产品会越来越丰富，主动的、被动的、固定收益、股票、大宗商品，甚至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产品都会出来。 ” 邱炜介绍，海外的金融工

具非常丰富，能够提供给投资者在国内想要的任何途径。 比如对冲工具，国外有很多类型，但是国内只能做沪深300的对冲。 国外股指期货的标的非常

多，有不同群体的股票可以让你拿来做超额的收益，海外的空间更大一些。

邱炜表示，与美国基金行业QDII产品占到15%-20%的比例相比，国内不到2%的QDII资产比例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但目前就整个QDII行业来

说，由于人才稀缺，规模也比较小，因此还需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海外配置是未来的趋势，未来五到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海外投资会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重视。 ” 邱炜指出，随着国内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进

一步提高，人民币可操作的程度越来越高，自由兑换也会很快，大家会越来越感受到人民币波动对于整体资产的影响，通过海外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将是

一个必要的选择。

“从长期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投资者将部分资金投资于海外市场，不但可以最大程度地分散投资过于集中在国内A股单一市场的风险，同时还可

以分享周边高成长市场的机会。 ” 邱炜称，当然整个行业的发展肯定会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及国家改革的深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最确定性机会在美国

“未来最具有确定性的还是美国市场。 ” 邱炜表示，现在的经济状况可能正处于黎明前的阶段。

根据Wind数据，今年表现优异的QDII大多为主投美股和亚太市场的产品。 在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温和复苏以及QE延续全球流动性充裕的大

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股市表现出色，美国道琼斯、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上涨了21.15%、24.88%和33.26%。受益于此，今年QDII

整体取得了超过4%的正收益。

对于未来一年市场的表现，邱炜表示，从基本面来看，美国经济数据明确了美国经济复苏的态势，尤其是失业率已降至7%和房地产数据的持续向

好，大大提振了消费者信心，从而有望再次拉动经济增长，促使美国经济的复苏步入良性循环。

此外，美国制造业回流、大力发展新能源、高科技企业过去几年创新不断等等，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很可能迎来相当长的一拨牛市，但能否复制上世

纪80年代至2000年的那拨牛市，尚需市场检验。 “如果美国几条大的产业链真的做起来，说不定经济真能这么牛了！ ” 邱炜说。

“美国市场2013年上涨了27％-28%，明年可能没有这么大涨幅，但是两位数的涨幅还是看得到的。 站在目前的时点来看，把握性最大、确定性最

好的就是美国市场，其次是香港市场，因为香港一方面受益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还受益于国内的改革。当然，如果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较高，还可

以选择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品。 但一般而言，投资海外，就是要做资产配置，希望有一个稳定的、风险比较小的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投美国

市场，因为经济往上走，我相信市场就不会差。 ” 邱炜乐观地表示。

简历：

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任职于美国摩根大通集团，2008年7月至今在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任研究员。 现任广发纳斯达克100指数、

广发农业、广发美国房地产、广发亚太中高收益、广发全球医疗保健基金的基金经理。

邱炜：把熟悉的市场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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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使人冷静下来思考。“受点挫

折对行业的发展来说是良性的，反

而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中国从无到

有开展海外投资或者全球资产配置

应该走哪条路， 或者应该怎样去布

局，给投资者提供什么产品等。 ” 邱

炜说。

邱炜自2008年7月开始在广发

基金国际业务部任研究员，期间，广

发基金管理层将国际业务定位于为

广大投资者提供全球资产配置的工

具， 产品规划的逻辑是长期稳健回

报， 而不是博短期的热点或者一两

个月的波段。

“既然是做资产配置，就像家庭

资产配置一样， 你可能需要配置一

部分房地产，一部分存款，一部分国

债，一部分基金或者股票，而并不是

说这段时间股票涨得好就拿全部资

产买股票， 可以倾斜多配而不是倾

仓而动， 这样整个家庭资产的配置

才比较稳健， 才能在风险相对低的

情况下获得长期收益。” 邱炜以此说

明全球资产配置就是要求产品业绩

能更长期更稳定， 使投资者的金融

资产更平衡，风险也更小。

“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说，投资海

外的主要目的是分散国内单一市场

的投资风险， 海外配置追求的最重

要的不是短期热点，而是可持续、相

对长期的稳健业绩回报， 因此QDII

在突破地域限制的同时， 更重要的

是要寻找那些符合长期增长逻辑而

国内又比较缺失或者弱点比较明显

的行业或区域。 ” 邱炜说。

目前广发基金QDII业务已形成

了三条产品系列， 分别是全球产品

系列、 亚太产品系列和美国产品系

列，共有6只产品。其中，全球系列产

品包括全球农业和全球医疗保健基

金，美国产品系列包括纳指100和美

国房地产基金， 亚太产品系列包括

亚太股票精选和亚太中高收益债券

基金。

“有中长期逻辑的产品不会因

为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产生大的下

行风险， 或者说安全边际比较

高。 ” 邱炜说，即便经济危机来临，

由于市场的波动它也会跌，但是相

对跌得比较少。 因为经济危机的时

候，农业、医疗、日用消费品等都还

是有天然的需求。 对于未来的产品

规划，广发基金还将推出日用消费

品QDII产品，并有可能再开发一个

新的产品系列，布局到其他一些国

家或区域。

首先做好身边市场

“从公司三大产品系列来

看，无论是美国系列、全球系

列还是亚太系列，都有各自的

特色，但最重要的都是比较熟

悉的市场。” 邱炜表示，鉴于目

前公司对海外市场的了解程

度以及公司的投研实力，当前

公司QDII业务仍然聚焦于把

“身边的市场” 做好，把熟悉

的市场做好。

广发基金对QDII的潜心

耕耘也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

得到了回报。 金牛理财网数据

显示，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广发亚太精选以43.43%的收

益领跑全市场QDII，而其近三

年的回报率达到31.43%，在可

比的全部QDII中排名第二；近

两年的回报率为65.39%，排名

全部QDII首位；近一年回报率

42.49%， 位列全部QDII第二

名。 而2013年，广发纳斯达克

100指数也以29.53%的收益排

名同类基金第二， 名列全市场

QDII第三。

邱炜介绍， 由于海外尤

其是发达国家市场有效性非

常高， 做主动的产品要想战

胜当地的市场指数难度比较

大， 所以公司目前的策略是

以被动产品为主， 而公司的

投研对亚太尤其是香港市场

研究非常深入， 因此在亚太

及香港市场以主动产品为

主。不过，以后不单单是广发

基金， 整个中国的资产管理

行业随着国家整体综合实力

的提高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 比如金融行业综合实力

提高了， 未来肯定会出现一

批国际型的资产管理公司，

也将诞生中国版的 “黑石”

和“道富” 。 到时候，国内基

金公司完全有能力经过时

间、投研的积累，到海外成立

分公司并招募海外投研团

队 ，更深入地做好“更远一

点的市场” ， 和当地资产管

理人或是全球资产管理人进

行竞争。

“这个行业以后产品会越

来越丰富，主动的、被动的、固

定收益、股票、大宗商品，甚至

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产品都会

出来。” 邱炜介绍，海外的金融

工具非常丰富，能够提供给投

资者在国内想要的任何途径。

比如对冲工具，国外有很多类

型， 但是国内只能做沪深300

的对冲。 国外股指期货的标的

非常多，有不同群体的股票可

以让你拿来做超额的收益，海

外的空间更大一些。

邱炜表示，与美国基金行

业QDII产品占到15%-20%的

比例相比， 国内不到 2%的

QDII资产比例还有非常大的

提升空间。但目前就整个QDII

行业来说， 由于人才稀缺，规

模也比较小，因此还需脚踏实

地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海外配置是未来的趋

势，未来五到十年甚至更长一

段时间，海外投资会越来越受

到老百姓的重视。” 邱炜指出，

随着国内人民币国际化程度

的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可操作

的程度越来越高，自由兑换也

会很快，大家会越来越感受到

人民币波动对于整体资产的

影响，通过海外资产配置分散

风险将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从长期资产配置的角度

来看，投资者将部分资金投资

于海外市场，不但可以最大程

度地分散投资过于集中在国

内A股单一市场的风险， 同时

还可以分享周边高成长市场

的机会。” 邱炜称，当然整个行

业的发展肯定会随着国家政

策的调整及国家改革的深入

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最确定性机会在美国

“未来最具有确定性的还

是美国市场。” 邱炜表示，现在

的经济状况可能正处于黎明

前的阶段。

根据Wind数据，今年表现

优异的QDII大多为主投美股和

亚太市场的产品。 在美国、欧洲

等发达经济体温和复苏以及

QE延续全球流动性充裕的大

背景下，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

国家股市表现出色， 美国道琼

斯、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指

数分别上涨了21.15%、24.88%

和33.26%。受益于此，今年QDII

整体取得了超过4%的正收益。

对于未来一年市场的表

现，邱炜表示，从基本面来看，

美国经济数据明确了美国经济

复苏的态势， 尤其是失业率已

降至7%和房地产数据的持续

向好，大大提振了消费者信心，

从而有望再次拉动经济增长，

促使美国经济的复苏步入良性

循环。

此外，美国制造业回流、大

力发展新能源、 高科技企业过

去几年创新不断等等，也意味着

美国经济很可能迎来相当长的

一波牛市， 但能否复制上世纪

80年代至2000年的那波牛市，

尚需市场检验。“如果美国几条

大的产业链真的做起来，说不定

经济真能这么牛了！ ”邱炜说。

“美国市场2013年上涨

了27％-28%，明年可能没有

这么大涨幅， 但是两位数的

涨幅还是看得到的。 站在目

前的时点来看，把握性最大、

确定性最好的就是美国市

场，其次是香港市场，因为香

港一方面受益于美国经济的

复苏， 另一方面还受益于国

内的改革。 当然，如果你的风

险承受能力较高， 还可以选

择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产

品。 但一般而言，投资海外，

就是要做资产配置， 希望有

一个稳定的、 风险比较小的

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

投美国市场， 因为经济往上

走，我相信市场就不会差。 ”

邱炜乐观地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