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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传辉：不忘普惠金融初心 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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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宇

在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中，广发基金荣

获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固定收益投资金牛基金公

司” 、“2017年度开放式混合型金牛基金” 三个奖项。与

金牛奖同岁的广发基金，十五载砥砺前行，在历届金牛

奖评选中共荣获28个奖项，投资成果备受肯定。

广发基金总经理林传辉表示， 公司自成立以来，股

东、管理团队、治理结构长期稳定，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

完善，合规风控体系健全，公司战略有序推进，一直处在

有序、良性的发展轨道上。

展望未来，居民财富的增加、养老需求的增加等将

给公募基金行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广发基金在今后

的发展道路上，将不忘普惠金融初心，以投资业绩为根

本，打磨投资能力，坚持稳健经营，合规经营，更好地为

实体经济和持有人利益服务。

团队长期稳定 持续良性发展

2003年是中国基金行业值得铭记的一年，《基金

法》在这一年正式颁布，基金行业迎来跨越式发展。 这

一年，基金公司也迎来一波成立高潮，成立于广州的广

发基金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 凭借持续良好的投资业

绩，广发基金发展成为产品丰富、投资能力多元的资产

管理公司，在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中，荣获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固定收益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两项极具份量的公司奖和团队大奖，广发稳健增长混合

被评为“2017年度开放式混合型金牛基金” 。 回顾过去

十五年，广发基金共获得28座金牛奖杯，包括六次摘得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桂冠、四次荣膺“固定收益投资

金牛基金公司” 奖、 两次蝉联 “海外投资金牛基金公

司” 奖以及16项金牛基金产品奖。 其中，广发基金的旗

舰产品———广发稳健增长第3次登上金牛奖的领奖台。

在林传辉看来， 广发基金成立十五年来取得的成

绩，与公司股东结构长期稳定，公司高管团队的稳定密

不可分。 广发基金成立的十五年来，公司股东结构稳定

不变；公司高管团队在公司长期任职，平均司龄超过10

年，获得“十五周年金牛杰出基金经理奖” 的副总经理

易阳方在公司创办之初便加入广发基金，是公募行业担

任基金经理时间最长的基金经理；公司各业务条线核心

骨干稳定，人员离职率一直保持行业较低水平。 这些稳

定因素保障了公司战略的持续性， 使公司一直处在有

序、良性的发展轨道上。

同时，公司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完善，齐整的投资

管理团队也保障了广发基金业绩稳健优秀。“广发基金

一直以来对投研队伍的建设高度重视，经过不断摸索实

践，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投研人才培养机

制。 在人才选聘、业务培训、绩效考核、职业规划等方面

精心设计，使公司能够源源不断吸纳高素质人才扩充投

研队伍。” 林传辉介绍，广发基金注重内部培养，公司14

名金牛基金经理全部为内部培养，最近三年内部培养了

近30位投资经理。 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帮助公司形成

了业绩优秀、梯队齐整的投资管理团队，成为持续发展

的力量之源。

产品线完备 构建顶层资产配置能力

广发基金是公募基金行业第30家成立的公司，作

为“新十家” 其中的一家基金公司，广发基金在成立之

初即专注权益市场投资， 这也让公司分享到了2005年

至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高速发展的红利。 2005年，广发

稳健增长以17.07%的收益在所有开放式基金中排名第

一；2006年， 广发策略优选仅用一周时间就募集了

184.18亿元，创下当时基金发行的最高纪录。

但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 股票市场和权益基金

都经历了深度回调， 让广发基金遭遇了巨大的挑战。

“一招鲜吃遍天的方式或只凭单一投资能力，很难把资

产管理公司做成一个好公司。 ” 林传辉介绍，正是经历

了2008年的波动，广发基金提出了“全方位提升投资能

力，逐步丰富业务结构” 的战略，在保持主动股票投资

业绩稳定优秀的同时，先后在债券基金、指数基金、量

化投资、海外投资等方面进行产品布局和业务开拓，着

力发展固定收益和国际业务，逐渐形成了多点开花的局

面。

在固定收益方面， 广发基金债券投资能力不断提

升，固定收益类基金均大幅跑赢市场，领跑同类基金，

多次被评为固定收益金牛基金公司奖，纯债、一级债、

二级债产品业绩优异。 Wind数据显示，2017年中债总

全价指数下跌4.26%，是最近十五年间的第四大年度跌

幅，但广发基金管理的主动型固定收益基金全部取得正

收益。 在非公募领域，广发基金固收团队管理的专户组

合整体表现优异， 业绩最好的固收多策略专户在40个

同类组合中排名第一，受托管理的多个纯债策略专户排

名同类组合第一。

在国际业务方面，广发基金一直注重跨境投资能力

的全面培育， 从第一只QDII产品———广发全球精选诞

生至今，广发基金已经形成较为合理和整齐的国际业务

战略布局，产品涵盖主动权益类以及跟踪石油、房地产

信托、医疗保健、农业、生物科技、高收益债等QDII产品

线， 并且表现亮眼。 Wind统计显示， 截至2017年末，

2010年成立的广发全球精选人民币和2012年成立的广

发纳斯达克100人民币自成立以来累计获得了116.46%

和130.36%的收益率，分别在同期主动管理的QDII基金

中排名第一、被动管理的QDII基金中排名第二。

2013年，广发基金又提出以完备的产品供给、策略

供给、区域供给为基础，构建多元投资能力和顶层资产

配置能力，为持有人提供全能型的资产管理服务。 近年

来，公司一方面着力布局底层产品，形成了覆盖多种大

类资产、风格多样、策略多元的完备产品线；另一方面，

加快锻造资产配置能力，促进底层多元投资能力与顶层

资产配置的整合，并通过FOF产品、“基智组合” 等向投

资者提供大类资产、行业轮动等配置型组合。 从指数产

品线布局来看，广发基金的产品布局思路是按照经济景

气度来布局行业或主题基金，让投资者在每个经济景气

周期当中的每个阶段，都有合适的产品可以配置。 截至

2017年底，广发基金定位的丰富底层资产、形成完备产

品提供商的布局基本完成。

不忘普惠初心 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二十年来，基金行业从无到有，从稚嫩蜕变到成熟，

为数以亿计的持有人创造了可观的投资回报和金融便

利，成为普惠金融的典范。 林传辉认为，基金行业未来

有两个重要的创新方向：一是创新要解决需求，在服务

居民理财方面，既要以产品创新优化供给，满足投资者

多元的理财需求，也要以服务模式创新弥补行业投顾短

板，通过FOF、MOM、智能投顾等方式提供资产配置服

务；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既要创设新的投资工具，服

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企改革、“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

略，也要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投资理念，构建ESG投资体

系支持绿色发展、公司治理等。 而且创新要提高效率。

对比美国等成熟市场，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运行效率还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的成熟和应用，金融科技正在成为提升投资、运

营、服务效率的重要手段，有望引领行业的创新前沿。

他介绍，沿着两个创新方向，广发基金将在拓展投

资能力、丰富产品创设、创新服务模式、开展金融科技

等方面也展开了多种形式、合规有益的创新实践。 投资

方面，公司致力于开发新策略和新资产，在行业率先推

出大数据投资策略，积极布局REITs、商品等另类资产。

产品方面，公司在政策鼓励的领域不断探讨产品落地方

式， 积极布局公募FOF与养老目标基金。 服务方面，公

司借助大数据开展精准营销，更好地匹配客户的风险收

益偏好，并推出“基智组合” ，探索资产配置服务的新模

式。 金融科技方面，公司切实立足于业务需求，围绕智

能投研、智能投资、智能投顾、智能运营四个方向，提升

运营和服务效率，也为传统投资赋能。

“公募基金行业是一个普惠金融的行业，公募的机

制包括投资方法、投资理念都是为普罗大众服务，它的

理念是以投资者利益优先。 ” 林传辉表示，公募基金行

业未来的职责是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养老

需求、孩子的教育需求、自己的财富增值需求。 未来，随

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需求的增加将给公募基金

行业带来很大的发展机会。广发基金未来将继续在投资

本源上进行打磨，并走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这个高

质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风险防范成为

公司的重中之重。“所谓高质量，首先是不能老跌倒。走

得慢没关系，关键是要保持前行。 ” 他介绍，广发基金将

不断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包括产品设计能力、投资人员

的应变能力以及利用技术手段来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第二，多元投资能力进一步增强，对新策略、新市场、新

产品的投资能力要提升，公司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广纳人

才；第三，增强国际投资能力、策略投资能力、养老金投

资能力等产品提供的能力， 能提供满足不同类别投资

者、不同需求的投资策略及投资产品。

不忘初心，继往开来。林传辉表示，广发基金在今后

的发展道路上，将以投资业绩为根本，坚持稳健经营，合

规经营，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和持有人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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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长期稳定 持续良性发展

2003年是中国基金行业值得铭记的

一年，《基金法》 在这一年正式颁布，基

金行业迎来跨越式发展。 这一年，基金公

司也迎来一波成立高潮， 成立于广州的

广发基金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凭借持续

良好的投资业绩， 广发基金发展成为产

品丰富、投资能力多元的资产管理公司，

在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中，

荣获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固定收益

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两项极具份量的公

司奖和团队大奖， 广发稳健增长混合被

评为 “2017年度开放式混合型金牛基

金” 。 回顾过去十五年，广发基金共获得

28座金牛奖杯，包括六次摘得“金牛基

金管理公司” 桂冠、四次荣膺“固定收益

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奖、两次蝉联“海外

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奖以及16项金牛基

金产品奖。 其中， 广发基金的旗舰产

品———广发稳健增长第3次登上金牛奖

的领奖台。

在林传辉看来， 广发基金成立十五

年来取得的成绩， 与公司股东结构长期

稳定，公司高管团队的稳定密不可分。 广

发基金成立的十五年来， 公司股东结构

稳定不变； 公司高管团队在公司长期任

职，平均司龄超过10年，获得“十五周年

金牛杰出基金经理奖” 的副总经理易阳

方在公司创办之初便加入广发基金，是

公募行业担任基金经理时间最长的基金

经理；公司各业务条线核心骨干稳定，人

员离职率一直保持行业较低水平。 这些

稳定因素保障了公司战略的持续性，使

公司一直处在有序、良性的发展轨道上。

同时， 公司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完

善， 齐整的投资管理团队也保障了广发

基金业绩稳健优秀。“广发基金一直以来

对投研队伍的建设高度重视， 经过不断

摸索实践，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

善的投研人才培养机制。 在人才选聘、业

务培训、绩效考核、职业规划等方面精心

设计， 使公司能够源源不断吸纳高素质

人才扩充投研队伍。 ” 林传辉介绍，广发

基金注重内部培养， 公司14名金牛基金

经理全部为内部培养， 最近三年内部培

养了近30位投资经理。 完善的人才培养

机制，帮助公司形成了业绩优秀、梯队齐

整的投资管理团队， 成为持续发展的力

量之源。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林传辉：不忘普惠初心 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本报记者 万宇

在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中， 广发基

金荣获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固定收益投资金牛

基金公司” 、“2017年度开放式混合型金牛基金” 三

个奖项。 与金牛奖同岁的广发基金， 十五载砥砺前

行，在历届金牛奖评选中共荣获28个奖项，投资成果

备受肯定。

广发基金总经理林传辉表示，公司自成立以来，

股东、管理团队、治理结构长期稳定，人才培养与激

励机制完善， 合规风控体系健全， 公司战略有序推

进，一直处在有序、良性的发展轨道上。

展望未来，居民财富的增加、养老需求的增加等

将给公募基金行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 广发基金

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将不忘普惠金融初心，以投资

业绩为根本，打磨投资能力，坚持稳健经营，合规经

营，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和持有人利益服务。

不忘初心 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二十年来，基金行业从无到

有，从稚嫩蜕变到成熟，为数以

亿计的持有人创造了可观的投

资回报和金融便利，成为普惠金

融的典范。 林传辉认为，基金行

业未来有两个重要的创新方向：

一是创新要解决需求，在服务居

民理财方面，既要以产品创新优

化供给，满足投资者多元的理财

需求，也要以服务模式创新弥补

行业投顾短板 ， 通过 FOF、

MOM、智能投顾等方式提供资

产配置服务；在支持实体经济方

面， 既要创设新的投资工具，服

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企改

革、“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略，也

要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投资理念，

构建ESG投资体系支持绿色发

展、公司治理等。 而且创新要提

高效率。 对比美国等成熟市场，

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运行效率

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随着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成熟和应用，金融科技正在成

为提升投资、运营、服务效率的

重要手段，有望引领行业的创新

前沿。

他介绍， 沿着两个创新方

向， 广发基金将在拓展投资能

力、丰富产品创设、创新服务模

式、开展金融科技等方面也展开

了多种形式、合规有益的创新实

践。 投资方面，公司致力于开发

新策略和新资产，在行业率先推

出大数据投资策略， 积极布局

REITs、商品等另类资产。 产品

方面，公司在政策鼓励的领域不

断探讨产品落地方式，积极布局

公募FOF与养老目标基金。服务

方面，公司借助大数据开展精准

营销，更好地匹配客户的风险收

益偏好，并推出“基智组合” ，探

索资产配置服务的新模式。金融

科技方面，公司切实立足于业务

需求，围绕智能投研、智能投资、

智能投顾、 智能运营四个方向，

提升运营和服务效率，也为传统

投资赋能。

“公募基金行业是一个普

惠金融的行业，公募的机制包括

投资方法、投资理念都是为普罗

大众服务，它的理念是以投资者

利益优先。 ” 林传辉表示，公募

基金行业未来的职责是满足老

百姓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养老

需求、孩子的教育需求、自己的

财富增值需求。 未来，随着中国

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需求的增

加将给公募基金行业带来很大

的发展机会。广发基金未来将继

续在投资本源上进行打磨，并走

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这个高

质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

面：首先，风险防范成为公司的

重中之重。 “所谓高质量，首先

是不能老跌倒。 走得慢没关系，

关键是要保持前行。 ” 他介绍，

广发基金将不断增强风险防范

能力，包括产品设计能力、投资

人员的应变能力以及利用技术

手段来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第

二， 多元投资能力进一步增强，

对新策略、新市场、新产品的投

资能力要提升，公司也将在全球

范围内广纳人才；第三，增强国

际投资能力、 策略投资能力、养

老金投资能力等产品提供的能

力， 能提供满足不同类别投资

者、不同需求的投资策略及投资

产品。

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林传

辉表示， 广发基金在今后的发

展道路上， 将以投资业绩为根

本，坚持稳健经营，合规经营，

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和持有人利

益服务。

产品线完备 构建顶层资产配置能力

广发基金是公募基金行业第30家成

立的公司，作为“新十家” 其中的一家基

金公司， 广发基金在成立之初即专注权

益市场投资， 这也让公司分享到了2005

年至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高速发展的红

利。 2005年，广发稳健增长以17.07%的

收益在所有开放式基金中排名第一；

2006年， 广发策略优选仅用一周时间就

募集了184.18亿元， 创下当时基金发行

的最高纪录。

但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 股票市

场和权益基金都经历了深度回调， 让广

发基金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一招鲜吃遍

天的方式或只凭单一投资能力， 很难把

资产管理公司做成一个好公司。” 林传辉

介绍，正是经历了2008年的波动，广发基

金提出了“全方位提升投资能力，逐步丰

富业务结构” 的战略，在保持主动股票投

资业绩稳定优秀的同时， 先后在债券基

金、指数基金、量化投资、海外投资等方

面进行产品布局和业务开拓， 着力发展

固定收益和国际业务， 逐渐形成了多点

开花的局面。

在固定收益方面，广发基金债券投

资能力不断提升，固定收益类基金均大

幅跑赢市场，领跑同类基金，多次被评

为固定收益金牛基金公司奖， 纯债、一

级债、二级债产品业绩优异。 Wind数据

显示，2017年中债总全价指数下跌

4.26%， 是最近十五年间的第四大年度

跌幅，但广发基金管理的主动型固定收

益基金全部取得正收益。 在非公募领

域，广发基金固收团队管理的专户组合

整体表现优异，业绩最好的固收多策略

专户在40个同类组合中排名第一，受托

管理的多个纯债策略专户排名同类组

合第一。

在国际业务方面， 广发基金一直注

重跨境投资能力的全面培育， 从第一只

QDII产品———广发全球精选诞生至今，

广发基金已经形成较为合理和整齐的国

际业务战略布局， 产品涵盖主动权益类

以及跟踪石油、房地产信托、医疗保健、

农业、 生物科技、 高收益债等QDII产品

线，并且表现亮眼。 Wind统计显示，截至

2017年末，2010年成立的广发全球精选

人民币和2012年成立的广发纳斯达克

100人民币自成立以来累计获得了

116.46%和130.36%的收益率，分别在同

期主动管理的QDII基金中排名第一、被

动管理的QDII基金中排名第二。

2013年， 广发基金又提出以完备的

产品供给、策略供给、区域供给为基础，

构建多元投资能力和顶层资产配置能

力， 为持有人提供全能型的资产管理服

务。 近年来，公司一方面着力布局底层产

品， 形成了覆盖多种大类资产、 风格多

样、策略多元的完备产品线；另一方面，

加快锻造资产配置能力， 促进底层多元

投资能力与顶层资产配置的整合， 并通

过FOF产品、“基智组合” 等向投资者提

供大类资产、行业轮动等配置型组合。 从

指数产品线布局来看， 广发基金的产品

布局思路是按照经济景气度来布局行业

或主题基金， 让投资者在每个经济景气

周期当中的每个阶段， 都有合适的产品

可以配置。截至2017年底，广发基金定位

的丰富底层资产、 形成完备产品提供商

的布局基本完成。

广发基金总经理 林传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