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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兵，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长盛基金（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经济学硕士。 曾任中国银行总行综合计划部副主任科员、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内地融资部副经理、香港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企业财务部经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业务总部副总经理（期间兼任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托管组负责人）、北京朝阳门大街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2004年10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公司副总经理。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为持有人创造价值是第一要务

本报记者 张昊

作为老牌公募基金公司之一，长盛基金近年来正在焕发出新的活力。 不论是推出一批得到市场和持有人认可的主题基金，还是在公募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时穏守专业底线，长盛基金的扎实姿态都令行业印象深刻。 在长盛基金的掌舵者周兵看来，为持有人创造价值永远都是资产管理行业的第一要务，敬畏市场、尊重规律，则是公募基金应遵守的基本准则。 在市场迎来新一轮波动周期的当下，更应在坚守投资准则的同时，敏锐捕捉市场趋势。 其中，改革应该是未来市场的永恒主线。

顺应改革大势

如果说长盛基金近年来的稳健敏锐作风是行业的一道风景，那么近年来连续推出的主题基金就是这道行业风景的最佳注解。 从电子信息产业，到养老健康混合，再到航天海工混合、生态环境混合、城镇化主题，长盛基金近年来接连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风格鲜明的主题基金，其中不乏业绩名列前茅的明星基金。

谈到这些得到市场认可的主题投资基金，长盛基金总经理周兵表示，推出这些主题基金的最初想法就是要顺应国家大政方针引领的市场主线。 “早在‘十二五规划 ’ 颁布之初，我们就注意到规划当中提到了很多重要的战略方向 ，这些重要的战略方向对未来经济的调整 、转型升级都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 对于投资来说，紧贴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是必要的守则。 我们认为在国家倡导和扶植的方向会有中长期的机会，在这些中长期的机会中，受益的行业以及个股会反复活跃，我们相信按照这样的方向设计产品，

可以给客户创造比较好的价值，获得比较好的回报。 ”

周兵认为，既然股票市场主要投资的是预期，就要及时捕捉市场的趋势，预期和趋势的机理，作为中国特色来说都是依靠国家宏观经济以及货币政策的牵引作用来体现的。 长盛基金发行的第一只主题基金是信息产业基金，这只基金以出色的投资收益名噪市场。 “我们早在2012年就意识到了TMT行业潜在的投资机会，当时也是排除了一些噪音才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眼光是正确的。 ”

不过，周兵也明确提出，即使是顺应国家的宏观政策设计产品，也要保证投资机会的可持续性。 在周兵看来，回避短周期是设计主题投资产品必须遵循的要领。 “长盛基金的很多产品都是顺应国家的经济政策设计，应该说长盛基金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 。 每一只经过精心设计的产品问世以后总会有表演的时候，而且这个表演是中长期的，我们现在不太主张发短期现象的东西，其实最近经济政策当中也有很多是短期现象的东西。 ”

设计出有生命力的主题投资产品，一个必要的要求就是，必须看到国家政策的实质，抓住中长期的趋势。 “除此之外 ，还需要不断地归因分析出市场当中多年以来呈现的交易习惯、交易风格 ，把这些东西都融入到设计的产品当中，才能设计出好产品。 ”

为持有人负责

2015年上半年，A股市场迎来一轮久违的牛市。 在市场快速上扬之时，公募基金行业也活跃异常，不仅新发基金数量大幅攀升，而且各种分级基金等创新产品也层出不穷 。 然而从 6月末开始 ，市场又陷入了剧烈的调整，此前公募行业的急切与浮躁也开始出现后果。 在此期间，长盛基金依然坚守资产管理行业的职业操守，以为持有人创造价值为第一要务。

在周兵看来，公募基金公司的运营不仅仅是设计产品、发行产品、管理产品，在这背后其实有着很深刻的机理。“产品设计的动因来自于投资的感悟 ，产品又反过来制约投资的随意性 ，所以这个系统密不透风，非常严密。 我们以前可能对这方面领悟得不深，行业中有一些浮躁的因素，认为急剧地膨胀规模对于基金公司来说是好事，但实际上我们不能忘了公募基金公司应该是为大众理财的机构，如果公募基金公司生产的产品只能给持有人解决短期收益，剩下的相当长的时间都要持有人忍受下跌的风险，可以

说这个产品是不成功的。 虽然公司的规模可能会急剧扩大，但是持有人的正反馈是没有的。 ”

在长盛基金发行的所有产品中，有一只基金让周兵尤为自豪，这就是早在2002年就发行成立的长盛成长价值混合。“长盛有一个颇具特色的经典产品，叫长盛成长价值，这个产品有个什么特点呢？ 这个产品在大中小盘 、成长与价值之间有严格的比例限制。 这只产品也规避了产品管理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 ，即产品的随意性。 投资是讲究纪律的，如果一个产品事先制定了策略，操作过程当中因为简单的一个交易现象，也许就会导致投资发生很大的随意性，偏离了原来制定的那些逻辑和策略，投资也会失败。 为

什么我们这个产品能够反过来促进投资呢？ 就是它有严格的纪律。 ”

根据银河证券前7月基金业绩评价报告显示，长盛成长价值无论今年以来，抑或放长至过去一年、两年乃至三年，其回报均高居同类前十。 其中今年来净值增长率达34 .81%，在偏股型基金 (股票上限80%)中排名第9；过去三年高达 104 .82%，位列同类第8。 凭借稳健优异的业绩表现 ，该基金获评银河证券五星基金评价。 作为一只平衡型基金，长盛成长价值规定了 35%-75%的较低的股票资产配置比例。 此前天相投顾研究报告曾指出，虽然较低的仓位设置使得长盛成长价值在快速上扬的市场中收益落后于同期资

产配置积极的基金，但从较长时期来看，长盛成长价值为投资者获取了持续良好的回报。 截至今年8月4日，长盛成长价值自2002年 9月成立以来净值增长率达606 .54%，超越同期上证指数涨幅470 .96%。 在保持平稳股票仓位的同时，长盛成长价值基金采取了较为均衡的股票资产配置策略：根据市场环境、投资者情绪和成长价值各类资产的风险-收益状况，确定股票投资在成长和价值类资产间的配置比例。 在成长 -价值类资产配置过程中，根据市值大小进行二次资产配置，在大盘价值、大盘成长、小盘价值、小盘成

长、中盘价值、中盘成长六类资产间进行配置，各类资产投资上限为 50%，投资下限则为 5%。

周兵对基金公司过分热衷于由持有人盈亏自负的工具性产品保持一份冷静。 “也许有人认为，基金公司其实就是提供一种投资工具，让持有人自己去规避风险。 但是我们不能忘了 ，中国的大多数投资者规避风险的能力是不够的，这需要专业机构进行长期而不懈的投资者教育工作。 从另一方面讲，作为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我们有责任为广大投资者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更多的产品与服务，特别是公募行业，更不能忽视广大的不专业的投资者。 如果公募机构过于着力于大量工具化产品，而忽视持有人长期

的实际收益，公募基金行业的形象与公信力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

坚持信心不动摇

经过了一轮深度的回调 ，市场近期走出了震荡的走势。 随着一些不明朗因素的出现，对于未来的市场能否企稳的分歧也开始出现 。 周兵认为，牛市的大逻辑并没有改变，牛市的根基没有改变，如果未来有进一步的实质性改革措施出台 ，有理由相信市场能重振雄风，同时也为改革增添助力。

周兵明确表示，没有理由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悲观预期。 “对于那些悲观的论调，我觉得应该是对经济现象没有精细化的分析 。 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行，但是仔细分析那些宏观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出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非常可喜的变化。 ”

周兵注意到，上半年的几个经济数据非常值得关注。 “比如说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大于GDP的增长速度。 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上半年是7 .6%，而GDP是 7%，这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现在转型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居民收入的速度增长快就为未来通过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奠定了条件。 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加快了 ，而且GDP数据当中更多的是关于民生的增长，这些领域占的比重也开始发生积极的变化。 从外贸出口上也能看出，我们以前都是出口低端的产品，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往高端装备转

型了，这都是积极的信号 。 ”

“当然，中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年中国从一个闭塞的经济体发展成对外开放的经济体 ，也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现在我们还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比如结构问题，不经过较长时间也很难得以解决。 ”

长盛基金认为，短期市场的调整不会影响牛市格局的方向，特别在国家划时代的变革背景下，资本市场会更加健康有效。 在这样的趋势下，以金融为代表的蓝筹股，是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因此坚定看好未来市场的发展。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应以更高的视角，熨平短期的波动，以坚定的信心，拥抱资本市场。

“对未来的资本市场前景特别是公募基金的行业发展，我们满怀信心；对市场中长期的走势，我们也应该充满信心 ，当然对市场的震荡也要做好准备。 未来，长盛基金对为投资者创造更多、更好的回报更有信心。 ” 对于未来的市场，周兵的态度谨慎而不失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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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信心不动摇

经过了一轮深度的回调， 市场近

期走出了震荡的走势。 随着一些不明

朗因素的出现， 对于未来的市场能否

企稳的分歧也开始出现。 周兵认为，

牛市的大逻辑并没有改变， 牛市的根

基没有改变， 如果未来有进一步的实

质性改革措施出台， 有理由相信市场

能重振雄风，同时也为改革增添助力。

周兵明确表示，没有理由对中国的

经济产生悲观预期。“对于那些悲观的

论调，我觉得应该是对经济现象没有精

细化的分析。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下行，但是仔细分析那些

宏观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出经济的基本

面已经发生了非常可喜的变化。 ”

周兵注意到， 上半年的几个经济

数据非常值得关注。 “比如说居民收

入的增长速度已经大于GDP的增长

速度。 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上半年是

7.6%，而GDP是7%，这说明什么？ 说

明中国现在转型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

变化， 居民收入的速度增长快就为未

来通过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奠定了基

础。 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加快

了，而且GDP数据当中更多的是关于

民生的增长， 这些领域占的比重也开

始发生积极的变化。 从外贸出口上也

能看出， 我们以前都是出口低端的产

品，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往高端装

备转型了，这都是积极的信号。 ”

“当然， 中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

一蹴而就。 当年中国从一个闭塞的经

济体发展成对外开放的经济体， 也经

过了十几年的时间， 现在我们还面临

着更加复杂的局面，比如结构问题，不

经过较长时间也很难得以解决。 ”

长盛基金认为，短期市场的调整不

会影响牛市格局的方向，特别在国家划

时代的变革背景下，资本市场会更加健

康有效。 在这样的趋势下，以金融为代

表的蓝筹股，是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

级的核心力量，因此坚定看好未来市场

的发展。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

高层。 应以更高的视角，熨平短期的波

动，以坚定的信心，拥抱资本市场。

“对未来的资本市场前景特别是

公募基金的行业发展， 我们满怀信心；

对市场中长期的走势，我们也应该充满

信心， 当然对市场的震荡也要做好准

备。 未来，长盛基金对为投资者创造更

多、更好的回报更有信心。 ” 对于未来

的市场，周兵的态度谨慎而不失乐观。

周兵，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兼任长盛基金（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长。经济学硕士。曾

任中国银行总行综合计划部副主

任科员、 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内地

融资部副经理、 香港中银国际亚

洲有限公司企业财务部经理、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业务总

部副总经理 （期间兼任海南华银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营业

部托管组负责人）、北京朝阳门大

街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2004

年

10

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曾任公司副总经理。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为持有人创造价值是第一要务

□本报记者 张昊

作为老牌公募基金公司之一，

长盛基金近年来正在焕发出新的

活力。 不论是推出一批得到市场和

持有人认可的主题基金，还是在公

募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时穏守专业

底线，长盛基金的扎实姿态都令行

业印象深刻。 在长盛基金的掌舵者

周兵看来，为持有人创造价值永远

都是资产管理行业的第一要务，敬

畏市场、尊重规律，则是公募基金

应遵守的基本准则。 在市场迎来新

一轮波动周期的当下，更应在坚守

投资准则的同时，敏锐捕捉市场趋

势。 其中，改革应该是未来市场的

永恒主线。

顺应改革大势

如果说长盛基金近年来的稳健敏锐

作风是行业的一道风景， 那么近年来连

续推出的主题基金就是这道行业风景的

最佳注解。从电子信息产业，到养老健康

混合， 再到航天海工混合、 生态环境混

合、城镇化主题，长盛基金近年来接连不

断地推出了一系列风格鲜明的主题基

金，其中不乏业绩名列前茅的明星基金。

谈到这些得到市场认可的主题投资

基金，长盛基金总经理周兵表示，推出这

些主题基金的最初想法就是要顺应国家

大政方针引领的市场主线。“早在‘十二

五规划’ 颁布之初，我们就注意到规划

当中提到了很多重要的战略方向， 这些

重要的战略方向对未来经济的调整、转

型升级都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对于投资

来说， 紧贴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是必要

的守则。 我们认为在国家倡导和扶植的

方向会有中长期的机会， 在这些中长期

的机会中， 受益的行业以及个股会反复

活跃， 我们相信按照这样的方向设计产

品，可以给客户创造比较好的价值，获得

比较好的回报。 ”

周兵认为， 既然股票市场主要投资

的是预期，就要及时捕捉市场的趋势，预

期和趋势的机理， 作为中国特色来说都

是依靠国家宏观经济以及货币政策的牵

引作用来体现的。 长盛基金发行的第一

只主题基金是信息产业基金， 这只基金

以出色的投资收益名噪市场。 “我们早

在2012年就意识到了TMT行业潜在的

投资机会， 当时也是排除了一些噪音才

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 现在看来我们当

时的眼光是正确的。 ”

不过，周兵也明确提出，即使是顺

应国家的宏观政策设计产品，也要保证

投资机会的可持续性。 在周兵看来，回

避短周期是设计主题投资产品必须遵

循的要领。 “长盛基金的很多产品都是

顺应国家的经济政策设计，应该说长盛

基金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 每一只经过

精心设计的产品问世以后总会有表演

的时候， 而且这个表演是中长期的，我

们现在不太主张发短期现象的东西，其

实最近经济政策当中也有很多是短期

现象的东西。 ”

设计出有生命力的主题投资产品，

一个必要的要求就是， 必须看到国家政

策的实质，抓住中长期的趋势。 “除此之

外， 还需要不断地归因分析出市场当中

多年以来呈现的交易习惯、交易风格，把

这些东西都融入到设计的产品当中，才

能设计出好产品。 ”

为持有人负责

2015年上半年，A股市场迎来一

轮久违的牛市。 在市场快速上扬之

时，公募基金行业也活跃异常，不仅新

发基金数量大幅攀升， 而且各种分级

基金等创新产品也层出不穷。 然而从

6月末开始， 市场又陷入了剧烈的调

整， 此前公募行业的急切与浮躁也开

始出现后果。在此期间，长盛基金依然

坚守资产管理行业的职业操守， 以为

持有人创造价值为第一要务。

在周兵看来， 公募基金公司的运

营不仅仅是设计产品、发行产品、管理

产品， 在这背后其实有着很深刻的机

理。 “产品设计的动因来自于投资的

感悟， 产品又反过来制约投资的随意

性， 所以这个系统密不透风， 非常严

密。 我们以前可能对这方面领悟得不

深，行业中有一些浮躁的因素，认为急

剧地膨胀规模对于基金公司来说是好

事， 但实际上我们不能忘了公募基金

公司应该是为大众理财的机构， 如果

公募基金公司生产的产品只能给持有

人解决短期收益， 剩下的相当长的时

间都要持有人忍受下跌的风险， 可以

说这个产品是不成功的。 虽然公司的

规模可能会急剧扩大， 但是持有人的

正反馈是没有的。 ”

在长盛基金发行的所有产品中，

有一只基金让周兵尤为自豪， 这就是

早在2002年就发行成立的长盛成长

价值混合。 “长盛有一个颇具特色的

经典产品，叫长盛成长价值，这个产品

有个什么特点呢？ 这个产品在大中小

盘、 成长与价值之间有严格的比例限

制。 这只产品也规避了产品管理过程

中最薄弱的环节，即产品的随意性。投

资是讲究纪律的， 如果一个产品事先

制定了策略， 操作过程当中因为简单

的一个交易现象， 也许就会导致投资

发生很大的随意性， 偏离了原来制定

的那些逻辑和策略，投资也会失败。为

什么我们这个产品能够反过来促进投

资呢？ 就是它有严格的纪律。 ”

根据银河证券前7月基金业绩评

价报告显示， 长盛成长价值无论今年

以来，抑或放长至过去一年、两年乃至

三年，其回报均高居同类前十。其中今

年来净值增长率达34.81%，在偏股型

基金(股票上限80%)中排名第9；过去

三年高达104.82%，位列同类第8。 凭

借稳健优异的业绩表现， 该基金获评

银河证券五星基金评价。 作为一只平

衡型基金， 长盛成长价值规定了35%

-75%的较低的股票资产配置比例。

此前天相投顾研究报告曾指出， 虽然

较低的仓位设置使得长盛成长价值在

快速上扬的市场中收益落后于同期资

产配置积极的基金， 但从较长时期来

看， 长盛成长价值为投资者获取了持

续良好的回报。 截至今年8月4日，长

盛成长价值自2002年9月成立以来净

值增长率达606.54%， 超越同期上证

指数涨幅470.96%。 在保持平稳股票

仓位的同时， 长盛成长价值基金采取

了较为均衡的股票资产配置策略：根

据市场环境、 投资者情绪和成长价值

各类资产的风险-收益状况， 确定股

票投资在成长和价值类资产间的配置

比例。 在成长-价值类资产配置过程

中，根据市值大小进行二次资产配置，

在大盘价值、大盘成长、小盘价值、小

盘成长、中盘价值、中盘成长六类资产

间进行配置， 各类资产投资上限为

50%，投资下限则为5%。

周兵对基金公司过分热衷于由持

有人盈亏自负的工具性产品保持一份

冷静。“也许有人认为，基金公司其实

就是提供一种投资工具， 让持有人自

己去规避风险。但是我们不能忘了，中

国的大多数投资者规避风险的能力是

不够的， 这需要专业机构进行长期而

不懈的投资者教育工作。 从另一方面

讲，作为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我们有

责任为广大投资者资产的保值增值提

供更多的产品与服务， 特别是公募行

业， 更不能忽视广大的不专业的投资

者。 如果公募机构过于着力于大量工

具化产品， 而忽视持有人长期的实际

收益， 公募基金行业的形象与公信力

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