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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象 新作为 新征程

托付南方 品牌焕新贯彻客户中心理念

成就梦想 内功精进聚焦价值投资本源

3月6日，南方基金发布全新品牌口号“托

付南方，成就梦想” 。

“托付南方，成就梦想”是南方基金全新品

牌口号，更是南方基金“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

公司使命的具体表达; 是南方基金二十一年来

服务数千万投资者， 践行普惠金融成功经验的

总结和升华，更是南方基金面向未来，永葆创业

热情，勇于承担新时代使命的奋进方向。

新品牌口号传递南方价值观

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新阶段，投资者对金

融服务品质有了更高要求。 资产管理行业的经

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如何顺势提升？ 公

募基金又应如何因变生变？ 南方基金全新发布

的品牌口号“托付南方，成就梦想” ，是源自先

行者对行业本质的深邃思考。

“托付南方，成就梦想” 的含义，是坚守

“受人之托，代客理财” 资产管理本源，并坚定

地将“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 作

为长远发展方向。

“托付南方” 是南方基金的价值起点，“托

付” 的内涵远超“信任” ，代表投资者与南方基

金真正站在一起。 投资人的托付，是南方基金

坚实的发展根基，南方基金人立志以兢兢业业

的态度，以匠心和专业能力，管好客户的每一

分钱。

“成就梦想”是南方基金的高远目标，成就

客户的成功才是南方的成功。 南方基金为每一

位投资人的梦想而奋斗。 通过专业的资产管理

能力，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为客户的美好梦想

插上腾飞翅膀。

新品牌口号根植于南方文化

作为南方基金二十一载追梦历程的总结和

提炼，“托付南方，成就梦想” 已作为发展的源

动力，深深烙入了南方基金的文化基因。

南方基金将“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 作为

公司使命，南方基金认为“为客户持续创造价

值”才是南方基金存在的意义。

“客户、诚信、共享、奋进”是南方基金的核

心价值观。 南方基金永远把客户利益放在第一

位，以长远的眼光经营公司，以诚信赢得客户、

员工、股东、社会的信任，坚持开放与合作的心

态，与合作伙伴构建互惠共赢、可持续发展的商

业生态，致力于提供领先于同行、超越客户预期

的产品、业绩和服务。

投研能力是基金公司大浪淘沙的试金石，

而风控合规则是乘风破浪的安全线。 在南方基

金的企业文化体系中， 投资和合规理念是支撑

其价值创造的基石。

南方基金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

投资” 的投资理念，致力于精选出具有真正价

值的上市公司， 力争为客户带来更为长期、稳

定的回报； 积极发挥资本市场稳定器的作用，

勇做资产管理行业中流砥柱，助力实体经济健

康发展。

同时，“把每一分钱都当成自己的钱来保

护” 是对南方基金合规风控运行状况的真实写

照。 南方基金坚持全员合规、全程合规、全面合

规，致力于构建领先的合规风控体系。

四大战略升级，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托付南方”的前提，是能够为客户提供卓

越服务， 不断优化客户投资体验。 践行品牌理

念，南方基金已在路上。 新品牌口号的落地，会

通过客户服务体验的升级， 得到非常具体化的

落地和感知。

首先，是客户服务架构的升级。

截至2018年底，南方基金服务客户数量近

7000万人，为解决如何加强过程管理、增强数

据分析有效性、实现营销服务一体化等问题，更

好地服务客户，满足客户需求，把握市场机会，

南方基金建立了“矩阵-流程型” 组织架构，并

制定基于这一架构的组织考核方案， 横向打通

部门墙，实现高效组织愿景；信息技术系统全面

完善升级， 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更为安全、流

畅、高效的技术服务和系统保障。

南方基金还将顺应形势变化， 结合南方基

金的业务优势， 不断优化和完善以客户为中心

的矩阵式集团化管控架构。

第二，是客户服务手段的升级。

在金融科技领域， 对于FINTECH技术的

研发运用， 也使得南方基金在精准挖掘客户需

求上如虎添翼。

2018年， 南方基金持续对电商业务重点

投入， 投入力度领先行业； 目前南方基金微

信、微博等平台粉丝总量突破700万成为同业

影响力较大的微信自媒体平台之一。 此外，南

方基金已与近70家主流第三方电商平台达成

合作上线，共同打造多元化的互联网销售模式

……无论在内容运营、活动运营方面，还是保

有规模与交易规模方面， 南方基金都处于行

业前列。

另外，南方基金APP构建了基于客户行为、

投资数据的用户画像， 根据客户画像匹配个性

化理财服务。 不同的用户登录APP时看到的产

品、服务都可能不同，达到“千人千面” 的效果。

第三，是客户服务能力的升级

南方基金还结合其强大的投研能力， 通过

直销平台向客户输出了一系列贯穿客户生命周

期的智能服务工具，包括：支持认购期享受货币

基金收益的智能认购，支持多货币基金存入/取

现的现金宝+，支持资产配置服务的“智投宝”

智能投顾基金组合投资， 支持定期不定额定投

的 “e智定投” 、 根据目标收益率锁定收益的

“目标盈定投” 等智能定投工具智投宝，并能支

持高端理财全流程线上销售， 形成了一系列直

销专属功能序列。

第四，是客户服务效率的升级。

南方基金项目组研发出新CRM(客户关系

管理)系统。该系统基于基金行业特点和新型的

面向客户需求的运营模式，覆盖三大业务群，囊

括零售、机构、养老金、渠道、互金、另类、反洗钱

七大业务门户。

值得一提的是， 该系统在大数据和金融科

技领域进行了有效探索和突破， 丰富客户标签

和用户画像，为客户精准营销、千人千面服务等

方面提供智能支撑。 同样在CRM系统的支持

下， 南方基金建立了将内部运营和外部业务发

展融为一体的新型营销服务一体化平台。

在大数据分析的背景下建立用户标签，通

过客户细分精准定位客户需求， 建立业务和系

统的关联关系，逐步实现全方位、一站式配置个

人和机构投资者资产，提供一揽子财富保值、增

值服务。

夯实产品布局，聚焦为客户创造价值

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 除了客户服务能

力， 另外的一项核心竞争力就是持续创造价值

的能力。

正是得益于优秀的投研能力和良好业绩，

南方基金才持续发展壮大。据银河证券基金中

心数据，截至2018年末，南方基金成立以来为

投资者赚取利润总额累计近1200亿元， 位列

基民赚钱排行榜的“第一梯队” 。 南方人相信：

“唯有创造价值， 才能共享价值” ，“为客户持

续创造价值是南方存在的唯一理由。 ” 口号不

是空谈，践行方能致远。 2018年，南方基金以

实际行动将这一理念真正落地， 率先推出了

“赚钱才收管理费， 多赚不多收” 的创新产

品———南方瑞合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LOF）。 这一产品是公募基金

史上管理费收取模式的重大创新， 获得了行

业和投资者的广泛认可， 更是南方基金践行

“唯有创造价值，才能共享价值” 理念的尝试

和探索。

对于行业而言， 这是公募基金史上管理费

收取模式的重大创新， 真正实现了基金公司和

投资者站在一起。

对于南方基金而言， 南方瑞合是南方基金

整体“深思熟虑” 的产品，来源于客户的真实需

求、 顺应行业发展前景的一次重大的实验性创

新，并最终获得了市场的一致好评。

随着近年来A股不断与国际市场接轨，外

资的持续流入也在不断改善着A股投资生态，

为A股的优质企业带来更多的增量资金。 作为

国内投资者如何把握其中的机会？

关注客户需求的南方基金早已提前布局，

应运而生的南方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是

业内首只上报、获批、发行、成立、上市的，跟踪

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的ETF。 随着A股逐

步纳入，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将吸引千亿

元的增量资金，资金国际化、机构化趋势将改变

A股估值体系。

在指数产品布局方面， 南方中证500ETF

也已经成为广大投资者认可的投资工具。 2019

年3月4日， 南方中证500ETF规模突破430亿。

作为国内首批跟踪中证500指数的ETF， 南方

中证500将是投资者参与成长新经济的便捷配

置工具之一。

随着国内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也逐渐

浮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而作为国内长期投资，

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的践行者、养老金资产管

理领域的先行者，南方基金早已在相关领域积

极布局。 2018年南方基金成功发行南方养老

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FOF， 也是

行业内首批获批并发行养老目标基金的公司

之一。

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新作为志在新跨越

在南方基金董事长张海波心中，“信任万

钧重，托付重如山” ，客户的托付是南方基金基

业长青最坚实的根基。据张海波董事长介绍，未

来，南方基金将继续以根植于时代、领先于市场

的精神，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创造为

核心，以产品创新为引擎，坚守合规风控底线，

以价值创造致敬客户托付。

南方基金总经理杨小松表示，此次品牌口

号焕新，充分体现了南方基金把客户利益放在

第一位。面向未来，南方基金将继续以“为客户

持续创造价值” 为使命，以卓越资产管理能力

赢得客户信任，以互联网金融发展为契机优化

客户体验， 以合规运作高效运营降低客户风

险，致力于打造值得托付的全球一流资产管理

集团。

伟大的时代是成就南方基金蓬勃发展的基

础。南方基金二十一年的逐梦之路，正是中国资

本市场健康发展、 社会经济稳步向前的成功缩

影。站在新起点，有着更清晰的战略规划和核心

价值观指引的南方基金， 将更加从容地应对机

遇和挑战。 南方基金将继续探索，勇于竞争，全

方位打造符合时代特色、引领市场发展的体系，

乘势而上，共筑梦想！

张焕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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