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帆：苦练内功 提升三大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张焕昀

今年5月22日，融通基金将迎来自己18周岁生日。这表

明，这家几乎与公募行业同步发展的基金公司，迎来了自

己的“成人礼” 。

对融通基金总经理张帆而言，也是他履职两年的时间

节点。 两年来，融通基金的变化以及取得的成绩，在行业与

公司内部都有目共睹。

首先是投研屡创佳绩，融通基金为客户交出的答卷可

谓“股债双优” 。据银河证券统计数据显示，融通基金2018

年权益投资、 固定收益投资均创公司成立以来最好水平，

其全年加权平均股票投资主动管理能力排名22/92， 排名

分位数24%；全年算术平均债券投资管理收益率7.30%，排

名16/93，排名分位数17%。 2019年一季度，融通基金股票

投资主动管理能力排名再次前进3名，在108家基金公司中

排名第19位，位居18%分位。 融通中国风1号、融通行业景

气等9只基金在同类基金中位居前十名。

其次是资产管理规模的增长。 从2017年5月张帆入职

算起， 两年里， 融通基金公募基金规模从600多亿增长至

1200亿元，规模几乎翻倍，而同期行业规模增幅为50%。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张帆始终强调融通基

金的发展愿景———坚持以持有人利益为中心，以人才为本

源，以投资业绩为基础，以高效执行为方略，形成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将公司打造成国际化、市场化，并富有深圳创新

活力特色的优秀中外合资资产管理机构。

“我们将重点打造公司的三大核心竞争力： 权益投资

能力，基于信用体系研究而形成的债券投资能力，实现零

售、机构、互联网对不同客户体系的全方位覆盖能力。 ” 张

帆表示。

研究驱动投资

追求有质量的成长

面对融通基金规模业绩的双优佳绩，张帆显得云淡风

轻，但回到两年前他刚刚上任的时间点，他面临的环境并

不理想。 当时，摆在他面前最大的困难是公司2016年投资

业绩不理想，叠加市场萎缩。

“我来公司两年时间，主要干了两件事情：完善投资，

布局市场。 ” 张帆表示。

首先，在投研体系方面，融通在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

领域都做了梳理优化。

一是人员调整，在综合考虑员工专业能力、职业责任

感、投资理念、独立思考能力、管理能力的基础上，将更合

适的人放在更合适的岗位上。 同时也积极进行人才培养与

引进。 2017年5月底时，公司的投研团队不到50人，现在已

有80人，增量比较明显。

二是公司投资框架的再梳理。 在权益投资上，融通基

金将投研一体化平台真正地链接起投资部和研究部。 研究

部主要负责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并提出相关建议为投资决

策提供支持，同时对股票库进行日常维护与跟踪；投资部

是投资的具体执行部门，由基金经理组成。

对于投研一体化的具体实施，张帆表示，融通基金投

研一体化的核心思想是“研究驱动投资” ，而非传统的“研

究员驱动投资” ， 其丰富的范畴和带来的效果远远大于这

一字之差本身。

简单来说，基金经理不仅对所管理的基金负责，同时

作为投研一体化的成员，需要参与到擅长行业和个股的研

究工作，并辅导相关研究员，完成公共组合的构建。

而在公共组合的构建中，则是全员参与，全员共享，通

过实盘运作，每个人的贡献都会体现在超额收益的归因分

析中。 它统一了个体与整体的目标，即在各个领域都要跑

赢同业，只要每个阶段有一半人能完成自己的目标，那么

整体就能获得持续跑赢同业的超额收益。 投研一体化平台

鼓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优势，共同形成平台多元化Alpha

的能力。 以公共组合为基础，打造个股Alpha的投资理念，

让每一个研究员和基金经理都能发挥必要的能力，对集体

组合做出贡献。

在固收投资上， 宏观策略与信用研究双支柱基本成

型，研究框架搭建成型。 值得一提的是，在固收领域，融通

基金大力加强了信评队伍建设，2017年、2018年市场违约

频发，而融通基金在固收投资领域无一“踩雷” ，这也是信

评体系建设的重大成果。 目前来看，不管是固收还是权益

部门负责人，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所带的团队，都取得了

非常好的投资业绩。

从市场端看，零售渠道方面，将五大中心布局得更加

合理，机构营销则将上海的一个机构部门变成北上深三个

机构部门，另外将原本的电子商务部门重新打造为互联网

金融部，形成“5+3+1” ，即九个前台部门发挥集体合力。

如何有效激发投资端、市场端以及中后台支持部门的

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协同能力？ 张帆对协同事业部进行了

进一步优化。 与其他基金公司事业部制不同的是融通基金

事业部的KPI考核， 即事业部要获得业绩提成需要先完成

KPI考核。 而KPI设置问题是张帆每年会花很长时间思考

的， 因为KPI设置背后体现的是未来公司发展目标以及公

司倡导的价值观，这样经过KPI修正会让事业部制“不会

急功近利” ，避免“只讲收入、不讲业绩” 。

此外，张帆介绍，融通基金还专门上线EHR系统进行

事业部核算，使得公司的考核管理更清晰，收入和成本的

划分更清晰，可以做到员工每个月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

的考核绩效报表，明白自己的每一项工作的考核结果以及

薪酬来源。

金融科技赋能

智能“定投宝” 更上层楼

有人说， 在A股市场， 上证指数十年前后仍然盘踞在

3000点左右，没有任何增长，因此投资者很难在这个市场

中赚钱，真是这样么？

一个例证是，去年3月底签订了第一份定投协议，开始

尝试每月定投，截至今年4月底，定投收益已经到了原计划

的止盈点。 回顾一下，定投初期大盘3200点，今年4月底大

盘不到3100点，期间指数下跌了，但定投赚钱了。

这个定投案例的来源不是别人，正是张帆本人亲测体

验的结果。 在他看来，这正体现了定投的魅力。

在国内公募基金行业， 如果做公众号就不会不知道

“小基快跑” ， 而如果做基金定投就不会不知道融通深证

100指数基金。 “小基快跑” 是融通基金运营的微信公众

号，其中上百篇定投文章广受好评。融通深证100是融通定

投的拳头产品，开通定投业务已有14年。 融通基金对于定

投的推广，历史长，基础厚，影响大，在行业内首屈一指。

在张帆看来， 融通基金坚持推广定投的理由有很多，

例如中国资本市场散户居多，投资者容易追涨杀跌，且牛

短熊长。 定投可以帮助投资者分散建仓成本，积少成多，跨

越市场牛熊。 同时，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教育医疗压

力较大的情况下，对普通投资者而言，长期定投是解决这

些问题比较好的理财方式。

但定投也并非完美无瑕。 张帆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

到，定投方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特定的时间期限内机

械地做定投，可能会遭遇“倒微笑曲线” 的魔咒，导致收益

并不理想。 例如在2015年高点仍然持续定投买入至今，投

资体验则必然不佳。

如何更好地使用定投方法，为客户带来更好的投资体

验，是融通基金深入思考的课题。 在融通基金成立18周年

的节点上，智能定投成果已面世———这就是融通基金筹备

半年多的“定投宝” APP。

在融通定“投宝A” PP的设计中，张帆首先希望注入

互联网思维，让客户定投时更加方便快捷，争取一键完成。

从投资策略上，“定投宝” 金融科技的属性可见一斑，其主

要特色是智能买入和策略止盈， 通过对融通旗舰产品标

的———深证100指数的基本面和技术面的量化统计建模，

基于对指数的价值判断以及市场情绪变化的判断，对定投

资金进行调节，并在适当的时机兑现收益，从而有效降低

市场风险冲击，争取实现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实现高于传

统定投的收益。

融通基金对于定投的坚持，也得到投资者、代销机构

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记者了解到，融通基金有一批忠实的

定投客户群体。以融通深证100指数基金为例，这只基金有

着全市场较大的定投客户群体，有效定投客户高峰值超过

70万，定投客户占整个客户比例超10%。 有些忠实客户在

熊市也会继续坚持， 这有利于公司规模稳定和投资运作，

实现投资者和基金公司的共赢。

而未来，在“定投宝” 的赋能下，相信融通基金的定投

业务也会更上层楼，同时也有利于提升融通基金直达客户

的能力，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无论是十多年如一日的推广定投，还是打造金融科技

类创新产品，抑或是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效果

均不是立竿见影，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

对此张帆表示：“我相信坚持的力量。 只要是正确的

事，哪怕慢一点，我们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

未来机遇挑战并存

发力养老与ETF投资

一路走来，融通基金芳华十八载，但资管行业发展并

非一片坦途。

资管新规的推出和价值投资本源的回归，为坚持长期

价值投资理念的投资者带来机遇，但同时外资进入，精品

公募的异军突起，以及银行理财子公司的进场，都使得战

局更具挑战。

面对机遇与挑战，刚刚“成年” 的融通基金该如何应

对？ 在张帆看来，未来资管行业的变化趋势是转型和分化，

主动管理能力强的资管机构将脱颖而出。

“主动管理能力是基金公司有别于其他资管机构的核

心竞争力。 基金公司一直重视投资理念、投研文化的建设，

在大资管的新格局下， 基金公司可继续发挥自身投研优

势，成为各类资管产品的底层产品提供者，寻求与银行理

财的差异化发展。 ” 张帆强调。

对于金融领域不断开放的发展趋势，张帆表示，融通

基金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这源于中外合资企业的属性，

融通基金的外方股东是日本第二大资产管理机构。

融通的国际业务一方面通过与外方股东日兴资产合

作，通过FOF/MOM进行全球大类资产配置，同时积极协

助日兴资产开展对中国境内投资。 融通基金及子公司融通

国际协助日兴资产及其在日本及全球其他国家的合作机

构对中国市场、企业进行调研。 帮助海外机构加深对中国

的了解，帮助日兴资产在2017年成功发行了两只中国概念

基金，合计规模超过10亿美金。

未来，融通基金的权益类产品将围绕重点渠道、绩优

基金经理、热点主题和行业布局，以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

品线以及提高在重点渠道的产品占有率；固收类产品围绕

低风险的零售类产品、满足机构客户需求的机构类产品布

局。 张帆介绍，养老目标FOF、科创板相关产品、ETF产品

是公募基金行业未来的战略业务，融通基金也将在2019年

全力突破，落子布局，力争早日成立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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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因此投资者很难在这个市场中赚

钱，真是这样么？

一个例证是， 去年3月底签订了第一

份定投协议，开始尝试每月定投，截至今

年4月底， 定投收益已经到了原计划的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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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发展。 ” 张帆强调。

对于金融领域不断开放

的发展趋势，张帆表示，融通

基金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这

源于中外合资企业的属性，融

通基金的外方股东是日本第

二大资产管理机构。

融通的国际业务一方面

通过与外方股东日兴资产合

作，通过FOF/MOM进行全球

大类资产配置，同时积极协助

日兴资产开展对中国境内投

资。 融通基金及子公司融通国

际协助日兴资产及其在日本

及全球其他国家的合作机构

对中国市场、 企业进行调研。

帮助海外机构加深对中国的

了解，帮助日兴资产在2017年

成功发行了两只中国概念基

金，合计规模超过10亿美元。

未来，融通基金的权益类

产品将围绕重点渠道、绩优基

金经理、 热点主题和行业布

局，以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品

线以及提高在重点渠道的产

品占有率；固收类产品围绕低

风险的零售类产品、满足机构

客户需求的机构类产品布局。

张帆介绍， 养老目标FOF、科

创板相关产品、ETF产品是公

募基金行业未来的战略业务，

融通基金也将在2019年全力

突破，落子布局，力争早日成

立相关产品。

今年5月22日，融通基金将迎来自己18周岁生日。这表明，这家几乎与公募行业同步发展的基金公司，迎来了自

己的“成人礼” 。

对融通基金总经理张帆而言，也是他履职两年的时间节点。两年来，融通基金的变化以及取得的成绩，在行业与

公司内部都有目共睹。

首先是投研屡创佳绩， 融通基金为客户交出的答卷可谓 “股债双优” 。 据银河证券统计数据显示， 融通基金

2018年权益投资、固定收益投资均创公司成立以来最好水平，其全年加权平均股票投资主动管理能力排名22/92，

排名分位数24%；全年算术平均债券投资管理收益率7.30%，排名16/93，排名分位数17%。 2019年一季度，融通基

金股票投资主动管理能力排名再次前进3名，在108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19位，位居18%分位。融通中国风1号、融通

行业景气等9只基金在同类基金中位居前十名。

其次是资产管理规模的增长。 从2017年5月张帆入职算起，两年里，融通基金公募基金规模从600多亿增长至

1200亿元，规模几乎翻倍，而同期行业规模增幅为50%。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张帆始终强调融通基金的发展愿景———坚持以持有人利益为中心，以人才为本

源，以投资业绩为基础，以高效执行为方略，形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公司打造成国际化、市场化，并富有深圳创新

活力特色的优秀中外合资资产管理机构。

“我们将重点打造公司的三大核心竞争力：权益投资能力，基于信用体系研究而形成的债券投资能力，实现零

售、机构、互联网对不同客户体系的全方位覆盖能力。 ” 张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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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苦练内功 提升三大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张焕昀

研究驱动投资 追求有质量的成长

面对融通基金规模业绩的双优佳绩，

张帆显得云淡风轻，但回到两年前他刚刚

上任的时间点， 他面临的环境并不理想。

当时， 摆在他面前最大的困难是公司

2016年投资业绩不理想，叠加市场萎缩。

“我来公司两年时间，主要干了两件

事情：完善投资，布局市场。 ” 张帆表示。

首先，在投研体系方面，融通在股票

投资和债券投资领域都做了梳理优化。

一是人员调整，在综合考虑员工专业

能力、职业责任感、投资理念、独立思考能

力、管理能力的基础上，将更合适的人放

在更合适的岗位上。同时也积极进行人才

培养与引进。 2017年5月底时，公司的投

研团队不到50人，现在已有80人，增量比

较明显。

二是公司投资框架的再梳理。在权益

投资上，融通基金将投研一体化平台真正

地链接起投资部和研究部。研究部主要负

责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并提出相关建议为

投资决策提供支持，同时对股票库进行日

常维护与跟踪；投资部是投资的具体执行

部门，由基金经理组成。

对于投研一体化的具体实施，张帆表

示， 融通基金投研一体化的核心思想是

“研究驱动投资” ，而非传统的“研究员

驱动投资” ，其丰富的范畴和带来的效果

远远大于这一字之差本身。

简单来说， 基金经理不仅对所管理

的基金负责， 同时作为投研一体化的成

员， 需要参与到擅长行业和个股的研究

工作，并辅导相关研究员，完成公共组合

的构建。

而在公共组合的构建中，则是全员参

与，全员共享，通过实盘运作，每个人的贡

献都会体现在超额收益的归因分析中。它

统一了个体与整体的目标，即在各个领域

都要跑赢同业，只要每个阶段有一半人能

完成自己的目标，那么整体就能获得持续

跑赢同业的超额收益。投研一体化平台鼓

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优势，共同形成平台

多元化Alpha的能力。 以公共组合为基

础，打造个股Alpha的投资理念，让每一

个研究员和基金经理都能发挥必要的能

力，对集体组合做出贡献。

在固收投资上，宏观策略与信用研究

双支柱基本成型，研究框架搭建成型。 值

得一提的是，在固收领域，融通基金大力

加强了信评队伍建设，2017年、2018年市

场违约频发，而融通基金在固收投资领域

无一“踩雷” ，这也是信评体系建设的重

大成果。 目前来看，不管是固收还是权益

部门负责人，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所带的

团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投资业绩。

从市场端看，零售渠道方面，将五大

中心布局得更加合理，机构营销则将上海

的一个机构部门变成北上深三个机构部

门，另外将原本的电子商务部门重新打造

为互联网金融部，形成“5+3+1” ，即九个

前台部门发挥集体合力。

如何有效激发投资端、市场端以及中

后台支持部门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协同

能力？张帆对协同事业部进行了进一步优

化。与其他基金公司事业部制不同的是融

通基金事业部的KPI考核， 即事业部要获

得业绩提成需要先完成KPI考核。 而KPI

设置问题是张帆每年会花很长时间思考

的， 因为KPI设置背后体现的是未来公司

发展目标以及公司倡导的价值观，这样经

过KPI修正会让事业部制 “不会急功近

利” ，避免“只讲收入、不讲业绩” 。

此外，张帆介绍，融通基金还专门

上线EHR系统进行事业部核算，使得公

司的考核管理更清晰，收入和成本的划

分更清晰，可以做到员工每个月都能够

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考核绩效报表，明白

自己的每一项工作的考核结果以及薪

酬来源。

融通基金总经理 张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