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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芳：有所为 有所不为

本报记者 黄淑慧

在过去的九年中，兴业全球基金已经七次夺得“十大金牛基金公司”

称号，在同行中位居前列；“重质不重量” 的产品风格彰显，已被视作公司

的一大特色；而今年更大的不同在于，作为“权益投资旗手” ，兴业全球基

金实现了多产品开花，各条线均衡发展，权益、债券、货币等多个产品均获

评“金牛基金” 。

稳健发展 在投资能力上做加法

在业内人士看来，兴业全球基金是一家“有为，有所不为” 的企业。 所

谓“不为” ，是指不盲目发行新基金，始终保持与投资能力相匹配的发展速

度；不急于上马新业务，甚至主动放弃一些业务类型，根据公司自身禀赋有

所选择和侧重，把握能力边界，以专业素养维护持有人利益。所谓“为” ，则

是始终聚焦于资产管理行业最大的驱动力———投资管理能力，不断给自己

的优势项目做加法，主动投资管理能力日益突出。

在兴业全球基金新任董事长庄园芳看来，“有所为，有所不为” ，正是

兴业全球基金区别于其他公司的战略定位和差异化发展路径，而所有的取

舍，都源于同一个出发点：为客户创造价值。 “无论市场如何风云变幻，客

户对于一家基金公司的期待是始终如一的，就是好的业绩表现，这也是基

金公司存在的根本价值。 ”

作为有着24年投资生涯的资管老将，庄园芳目前在兴业系的金融机构

中身兼多职，其中包括在兴业全球基金的控股股东———兴业证券担任副总

裁，分管固定收益、自营、研究及机构等多项业务，在业内均有良好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庄园芳与兴业全球基金总经理杨东的投资生涯均始于

兴业证券的投资部，曾默契共事多年，合作缔造了兴证投资体系的辉煌历

史，培养出了一系列如今在业内有口皆碑的投资人才。 十余年后，两位“老

搭档” 又在兴业全球基金的这个平台再度携手。

庄园芳表示，她高度认同兴业全球基金的经营理念和思路，公司发展

并不需要急于求成和全面开花，而兴全一直崇尚精耕细作的“工匠精神” ，

更经得起时间的磨砺，进而达成公司客户与股东的双赢。据介绍，兴业全球

基金的股东方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也相当认可，目前公司每年分红都已

高于股东原始投入。 在公司的战略目标和经营策略上，股东方也和兴全的

管理层保持着高度一致———致力于以专业能力长期取信于投资者，在规模

增长上顺其自然，不做过多要求。

兴业全球基金在新基金发行方面也是比较克制和自律的。 截至今年3

月末， 市场上105家基金公司共发行公募基金2859只， 相当于平均每家公

司发行27只基金，然而兴业全球基金成立13年来，旗下公募基金只发行17

只，公司致力于把每只基金都打造成“精品” 。

如今，这种“有为，有所不为” 的发展策略的效果正在日趋彰显。 首先

体现在稳健可持续的业绩表现上，银河证券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5年

的9年间，兴业全球基金的主动股票投资能力有7年均保持在行业前10位，

全行业仅此一家；从2014年起，兴业全球的固收团队异军突起，连续多季蝉

联海通证券评选的基金公司债券投资能力五星评级。

风控“先人一步” 保护客户利益

相对于同行，兴业全球基金对于“风险” 的嗅觉似乎总是更灵敏一些。

从2007年沪指6000点之巅发给持有人的一封信提示风险称“A股的泡

沫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如果出于风险考虑，赎回了基金，我们也能充

分理解” ，到2015年一季报中称“对A股市场当前的热度比较担忧，对下半

年的股市表现较为悲观。 ” 兴业全球基金对市场判断的前瞻性由此而为市

场熟知。

“风险控制其实就是投资能力的重要构成。 ” 庄园芳这样理解，兴业全

球基金对于市场的前瞻都来自于深入的专业研究和思考。 举例来说，早在

2013年6月，兴业全球基金就撰文《A股正在“上杠杆” 》，敏锐地捕捉到了

A股杠杆率上升的趋势，而到了2014年10月，兴业全球基金在《A股杠杆化

还有多大空间》中已经明确提到“杠杆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在不断享受加

杠杆带来的股市上涨后，我们也要对未来‘去杠杆’ 可能引起的惨烈下跌

尽早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

在这样的专业研判下，兴业全球大部分公募基金和专户均在2015年上

半年主动控制了股票仓位，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牛市的业绩和成果，同时

带杠杆的定增专户也很好地控制了杠杆水平，从而大大提升了公司在市场

震荡时期的防御能力。 即使在股灾爆发最严重的时候，兴全基金旗下的公

募基金产品也无一发生流动性危机，旗下专户至今也无一例产品平仓。

面对风云变化的市场行情，兴业全球基金的策略始终是“以不变应万

变” ，同时也在一些新增长点上积极创新。 “接下来，我会投入更多精力帮

助兴业全球基金与兴业银行、兴业证券之间发挥更高效的协同效应，一起

开发更有效率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 庄园芳介绍称，2014年，兴业全球基金

与兴业银行银银平台联合开展的“掌柜钱包” 产品正是协同效应的成功案

例。 截至2015年末，掌柜钱包所对接的兴全添利宝基金规模达675亿元，而

该基金同样凭借良好的业绩表现夺得了当年的金牛基金称号。 据介绍，兴

业全球基金的APP和合作伙伴兴业银行的钱大掌柜APP在今年都会有重

要的系统升级，功能、速度和体验都会有进一步提升。

尊重人才 持续创新激励机制

人才是资产管理行业的核心，团队的相对稳定也正是兴业全球基金的

优势之一。 有数据显示，历年兴业全球基金的离职率都不到行业平均水平

的一半。 庄园芳表示，探索并完善长效激励机制，应对人才竞争压力，留住

核心人才，始终是兴业全球基金的工作重心之一。

“股东方一直很支持公司在员工激励机制方面多做创新和探索。 ” 庄

园芳介绍说，近年来的人才流失潮，增强了基金行业在留住人才方面的紧

迫感，而行业激励机制创新的方向，就在于让公司价值与个人价值能够更

好结合。

兴业全球基金员工激励机制方面的创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每年实行

的基金经理持基计划———基金经理买入自己管理的基金，公司再以百慕大

式认购期权的方式为运作良好的基金提供“收益翻倍” 的行权机会，相当

于为基金经理购买自己产品的投资加了一倍杠杆，这样既为优秀基金经理

提供了额外激励，也可以实现基金经理和客户“利益捆绑” ，并且充分体现

了公司侧重打造旗下产品中长期可持续的业绩表现。

“公司去年也大大加大了员工奖金池的占比，其中还专门预留部分用

于核心人员的中长期奖励。 ” 庄园芳介绍称，兴业全球员工的薪资水平经

过连续两年的大幅提高，已达到行业前列水平。

一个对优秀人才具备较强吸引力的公司，除了提供较好的薪资，良好

的“软环境” 同样不可或缺。兴业全球基金的工作“软环境” 在业内颇有口

碑。记者了解到，为了鼓励员工参加各类体育锻炼项目，兴业全球基金特设

周二、周四为公司“健身日” ，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员工可以提前1小时

下班， 参与公司组织的健身活动。 公司工会的兴趣小组琳琅满目，2015年

已多达12个，包括足球、篮球、游泳、骑马、书法等，致力于做到让员工“勤

勉工作，快乐生活” 。

责任融入投资 实践铸就梦想

兴全的另外一项“软实力” ，则在于责任文化。 “作为基金管理公司，

首要责任就是致力于提供一流的投资理财服务，为持有人管好钱。 ” 天相

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5年的12年间，兴业全球基金以单只基金平均为

持有人盈利28.32亿元的骄人业绩，在可比的36家基金公司高居第二位。

兴业全球基金也是第一家将社会责任投资理念引入中国的基金公司。

2008年4月，兴全社会责任基金成立，在投资时不仅关注上市公司财务方面

的表现，同时也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与此同时，该基金产品5%的管

理费指定用于公司的公益慈善支出，成为了兴全公益稳定的资金来源。

从2008年至今， 兴全基金在公益文化方面的支出一直都在稳步增加，

累计支出已达7000多万元，在2014年度的中国福布斯慈善排行榜中位列第

64位。据介绍，兴业全球基金旗下公益项目分为“牵手教育” 、“牵手文化”

和“牵手体育” 三个大类，累计覆盖项目70余个，公益合作伙伴可以列出长

长的一串名单，包括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担当者行

动教育发展中心、科学松鼠会等等，与公益伙伴共同打造出“大山有爱西

部助学助教行动” 、“班班有个图书角” 、“复兴论坛” 等多个品牌公益项

目。

与这些公益合作机构的沟通协调也需要不少时间和精力，为此，兴业

全球基金有十余位员工志愿做起了公益项目管理的“爱心大使” ，用业余

时间处理公益项目的审核、评估、跟踪、总结优化等工作。而各类公益支教、

考察及讲座则向全公司员工开放， 责任文化已经成为兴业全球基金的日

常。

兴业全球基金的公益慈善项目已经撬动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共

同参与其中，比如兴全对凉山州等地区捐赠文具、冬衣冬鞋等项目，原计划

从森马电商、小玩皮童装、晨光文具等机构采购，对方得知用途后就决定改

为联合捐赠。

2016

年

6

月

27

日 星期一 编辑：鲁孝年 美编：马晓军

08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庄园芳：有所为 有所不为

□本报记者 黄淑慧

责任融入投资 实践铸就梦想

兴全的另外一项“软实力” ，则在于责任文

化。 “作为基金管理公司，首要责任就是致力于

提供一流的投资理财服务，为持有人管好钱。 ”

天相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5年的12年间，兴

业全球基金以单只基金平均为持有人盈利28.32

亿元的骄人业绩， 在可比的36家基金公司高居

第二位。

兴业全球基金也是第一家将社会责任投资理念

引入中国的基金公司。 2008年4月，兴全社会责任基

金成立， 在投资时不仅关注上市公司财务方面的表

现，同时也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与此同时，该

基金产品5%的管理费指定用于公司的公益慈善支

出，成为了兴全公益稳定的资金来源。

从2008年至今， 兴全基金在公益文化方面的支

出一直都在稳步增加， 累计支出已达7000多万元，

在2014年度的中国福布斯慈善排行榜中位列第64

位。 据介绍，兴业全球基金旗下公益项目分为“牵手

教育” 、“牵手文化” 和“牵手体育” 三个大类，累计

覆盖项目70余个， 公益合作伙伴可以列出长长的一

串名单，包括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真爱梦想公益基

金会、担当者行动教育发展中心、科学松鼠会等等，

与公益伙伴共同打造出“大山有爱西部助学助教行

动” 、“班班有个图书角” 、“复兴论坛” 等多个品牌

公益项目。

与这些公益合作机构的沟通协调也需要不少时

间和精力，为此，兴业全球基金有十余位员工志愿做

起了公益项目管理的“爱心大使” ，用业余时间处理

公益项目的审核、评估、跟踪、总结优化等工作。而各

类公益支教、考察及讲座则向全公司员工开放，责任

文化已经成为兴业全球基金的日常。

兴业全球基金的公益慈善项目已经撬动了越来

越多的机构和个人共同参与其中， 比如兴全对凉山

州等地区捐赠文具、冬衣冬鞋等项目，原计划从森马

电商、小玩皮童装、晨光文具等机构采购，对方得知

用途后就决定改为联合捐赠。

在过去的九年中，兴业全球基金已经七次夺得“十大金牛基金公司”

称号，在同行中位居前列；“重质不重量” 的产品风格彰显，已被视作公司

的一大特色；而今年更大的不同在于，作为“权益投资旗手” ，兴业全球基

金实现了多产品开花，各条线均衡发展，权益、债券、货币等多个产品均获

评“金牛基金” 。

稳健发展 在投资能力上做加法

在业内人士看来，兴业全球

基金是一家“有为，有不为” 的

企业。 所谓“不为” ，是指不盲目

发行新基金，始终保持与投资能

力相匹配的发展速度；不急于上

马新业务，甚至主动放弃一些业

务类型，根据公司自身禀赋有所

选择和侧重， 把握能力边界，以

专业素养维护持有人利益。 所谓

“为” ， 则是始终聚焦于资产管

理行业最大的驱动力———投资

管理能力，不断给自己的优势项

目做加法，主动投资管理能力日

益突出。

在兴业全球基金新任董事

长庄园芳看来，“有所为，有所不

为” ， 正是兴业全球基金区别于

其他公司的战略定位和差异化

发展路径，而所有的取舍，都源

于同一个出发点：为客户创造价

值。“无论市场如何风云变幻，客

户对于一家基金公司的期待是

始终如一的， 就是好的业绩表

现，这也是基金公司存在的根本

价值。 ”

作为有着24年投资生涯的资

管老将， 庄园芳目前在兴业系的

金融机构中身兼多职， 其中包括

在兴业全球基金的控股股东———

兴业证券担任副总裁， 分管固定

收益、自营、研究及机构等多项业

务，在业内均有良好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庄园芳与兴

业全球基金总经理杨东的投资

生涯均始于兴业证券的投资部，

曾默契共事多年，合作缔造了兴

证投资体系的辉煌历史，培养出

了一系列如今在业内有口皆碑

的投资人才。十余年后，两位“老

搭档” 又在兴业全球基金的这个

平台再度携手。

庄园芳表示， 她高度认同兴

业全球基金的经营理念和思路，

公司发展并不需要急于求成和全

面开花， 而兴全一直崇尚精耕细

作的“工匠精神” ，更经得起时间

的磨砺， 进而达成公司客户与股

东的双赢。据介绍，兴业全球基金

的股东方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

也相当认可， 目前公司每年分红

都已高于股东原始投入。 在公司

的战略目标和经营策略上， 股东

方也和兴全的管理层保持着高度

一致———致力于以专业能力长期

取信于投资者， 在规模增长上顺

其自然，不做过多要求。

兴业全球基金在新基金发

行方面也是比较克制和自律的。

截至今年3月末，市场上105家基

金公司共发行公募基金2859只，

相当于平均每家公司发行27只

基金，然而兴业全球基金成立13

年来， 旗下公募基金只发行17

只，公司致力于把每只基金都打

造成“精品” 。

如今，这种“有为，有不为”

的发展策略的效果正在日趋彰

显。 首先体现在稳健可持续的业

绩表现上，银河证券数据显示，从

2007年到2015年的9年间， 兴业

全球基金的主动股票投资能力有

7年均保持在行业前10位， 全行

业仅此一家；从2014年起，兴业

全球的固收团队异军突起， 连续

多季蝉联海通证券评选的基金公

司债券投资能力五星评级。

风控“先人一步” 保护客户利益

相对于同行，兴业全球基金

对于“风险” 的嗅觉似乎总是更

灵敏一些。

从2007年沪指6000点之巅

发给持有人的一封信提示风险

称“A股的泡沫化程度已经相当

高了……如果出于风险考虑，赎

回了基金，我们也能充分理解” ，

到2015年一季报中称“对A股市

场当前的热度比较担忧，对下半

年的股市表现较为悲观。 ” 兴业

全球基金对市场判断的前瞻性

由此而为市场熟知。

“风险控制其实就是投资能

力的重要构成。 ” 庄园芳这样理

解，兴业全球基金对于市场的前

瞻都来自于深入的专业研究和

思考。 举例来说， 早在2013年6

月，兴业全球基金就撰文《A股

正在“上杠杆” 》，敏锐地捕捉到

了A股杠杆率上升的趋势， 而到

了2014年10月，兴业全球基金在

《A股杠杆化还有多大空间》中

已经明确提到“杠杆永远是一把

双刃剑，在不断享受加杠杆带来

的股市上涨后，我们也要对未来

‘去杠杆’ 可能引起的惨烈下跌

尽早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

在这样的专业研判下，兴业

全球大部分公募基金和专户均

在2015年上半年主动控制了股

票仓位，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牛

市的业绩和成果，同时带杠杆的

定增专户也很好地控制了杠杆

水平，从而大大提升了公司在市

场震荡时期的防御能力。 即使在

股灾爆发最严重的时候，兴全基

金旗下的公募基金产品也无一

发生流动性危机，旗下专户至今

也无一例产品平仓。

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行情，

兴业全球基金的策略始终是“以

不变应万变” ， 同时也在一些新

增长点上积极创新。“接下来，我

会投入更多精力帮助兴业全球基

金与兴业银行、 兴业证券之间发

挥更高效的协同效应， 一起开发

更有效率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

庄园芳介绍称，2014年， 兴业全

球基金与兴业银行银银平台联合

开展的“掌柜钱包” 产品正是协

同效应的成功案例。 截至2015年

末， 掌柜钱包所对接的兴全添利

宝基金规模达675亿元，而该基金

同样凭借良好的业绩表现夺得了

当年的金牛基金称号。据介绍，兴

业全球基金的APP和合作伙伴兴

业银行的钱大掌柜APP在今年都

会有重要的系统升级，功能、速度

和体验都会有进一步提升。

尊重人才 持续创新激励机制

人才是资产管理行业的核心， 团队的相对稳定

也正是兴业全球基金的优势之一。有数据显示，历年

兴业全球基金的离职率都不到行业平均水平的一

半。 庄园芳表示，探索并完善长效激励机制，应对人

才竞争压力，留住核心人才，始终是兴业全球基金的

工作重心之一。

“股东方一直很支持公司在员工激励机制方面

多做创新和探索。 ” 庄园芳介绍说，近年来的人才流

失潮，增强了基金行业在留住人才方面的紧迫感，而

行业激励机制创新的方向， 就在于让公司价值与个

人价值能够更好结合。

兴业全球基金员工激励机制方面的创新， 比较

有代表性的是每年实行的基金经理持基计划———基

金经理买入自己管理的基金， 公司再以百慕大式认

购期权的方式为运作良好的基金提供 “收益翻倍”

的行权机会， 相当于为基金经理购买自己产品的投

资加了一倍杠杆， 这样既为优秀基金经理提供了额

外激励，也可以实现基金经理和客户“利益捆绑” ，

并且充分体现了公司侧重打造旗下产品中长期可持

续的业绩表现。

“公司去年也大大加大了员工奖金池的占比，

其中还专门预留部分用于核心人员的中长期奖

励。 ” 庄园芳介绍称，兴业全球员工的薪资水平经过

连续两年的大幅提高，已达到行业前列水平。

一个对优秀人才具备较强吸引力的公司，除了

提供较好的薪资，良好的“软环境” 同样不可或缺。

兴业全球基金的工作“软环境” 在业内颇有口碑。

记者了解到， 为了鼓励员工参加各类体育锻炼项

目， 兴业全球基金特设周二、 周四为公司 “健身

日” ，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员工可以提前1小时

下班，参与公司组织的健身活动。 公司工会的兴趣

小组琳琅满目，2015年已多达12个， 包括足球、篮

球、游泳、骑马、书法等，致力于做到让员工“勤勉

工作，快乐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