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成基金副总经理谭晓冈：

养老投资春风化雨 坚持做正确的事

本报记者 张焕昀

在海外成熟市场， 养老体系第三支柱

的发展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 不仅充分发

挥了养老的功能， 更在资本市场起到中流

砥柱的作用。而国内作为补充养老金“第三

支柱” 代表产品的公募基金养老目标FOF

产品正迎着朝阳，刚刚启航。

在大成基金副总经理谭晓冈眼中，当

前正是发展公募养老目标基金的美好起

点。 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有实际需求，政策上

国家层面给予支持， 基金公司及销售渠道

也都高度重视。 现在要做的就是酿好养老

投资产品这坛好酒， 让投资者慢慢感受到

其中的韵味， 逐渐认同及接受养老投资和

长期投资的理念。

“养老投资是春风化雨，需要默默耕耘

和点滴积累。 酒香不怕巷子深，我们有信心

做好这件事。 ” 谭晓冈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 大成基金的匠心酿造

之作———大成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FOF（下称“大成养老2040” ）正

在发行中。

利国利民 养老投资践行普惠精神

在加入大成基金之前， 曾在国家财政

部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工作过多年，谭

晓冈对于战略层面的长期投资， 有着独特

的视角与高度。 在他看来，“养老投资是国

家战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

一方面，这是由实际情况决定的。 谭晓

冈坦言：“虽然身在资本市场， 但是我们每

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然人， 也会面临自己养

老的问题。 ”

而各项数据也有所验证， 中国养老形

势较为严峻。根据2019年4月中国社科院世

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养老金精算

报告2019-2050》预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

在中长期内面临着财务不可持续的挑战。

同时在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当下， 不少

人都承受着“上有老下有小” 的两面夹击，

却忽略了个人养老积累。

据估计，按中国目前42%的养老金替代

率，月入1万元的人，退休时只能拿到4000

元的养老金。 也就是说，退休后，只靠国家

养老金的话， 只能保持原来生活品质的四

成。 养老压力在持续增加，基本养老保险可

能只满足老人们的“基本生活所需” ，要想

获得比较舒适悠闲的老年退休生活， 提前

规划养老投资非常必要。

而在国家层面， 政策的呵护备至也体

现了管理层的远见卓识， 以及其对于养老

投资的高度重视。早在2015年，国务院颁布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明确

了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改革的方

向。2018年4月12�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人

社部、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

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

通知》， 规定自2018年5月1日起， 在上海

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实

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

点期限暂定一年。

政策的不断优化和完善也给予了大成

基金充足的动力。谭晓冈称：“实际上，大成

基金早已在积极筹划，时刻准备。 在主要营

销渠道的支持下， 大成基金拿到监管部门

批文之后第一时间就为投资者献上了首只

养老目标产品， 这就是正在发行的大成养

老2040三年FOF。 ”

“发展养老投资，一方面可以帮助普通

投资者应对年老后赚钱能力下降带来的风

险，一方面也增加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弹性，

我们坚决拥护。 ” 谭晓冈表示，“特别是这

关系到以后的长远发展， 因为我们现在所

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为以后的20年、30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在做准备。 ”

而目前在养老投资领域， 个人税收递

延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为从海外经

验看来，美国通过相关政策扶持，大力发展

企业和个人养老方式， 弥补社保养老资金

缺口，取得了较好效果。 国内也普遍认为，

中国个税递延试点推进， 鼓励个人养老政

策的落实， 也将为养老目标基金创造更好

的发展机遇，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社会

的稳定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谭晓冈的从业经历给予他的体会是：

第一，像第三支柱养老型的产品，税收递延

政策的施行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政策的出

发点一定是希望政策的施行可以长治久

安，更加稳健完善。 而作为投资机构，其实

无需过多关心政策具体实施的时间、 额度

等，因为长期来看，这一定是一件水到渠成

的正确的事。

第二，在个税起征点提升之后，受到税

延优惠政策的人群数量实际上相对有所减

少。 谭晓冈比较认同此前业界讨论较多的

方式，即适时推出一些定向的补贴，给没有

被税延政策覆盖的人一定的优惠， 让更多

的人享受到政策红利。

资源整合 打造明星养老旗舰

实际上， 业内对于养老投资的热情已

经被点燃， 公募行业在政策引导下一呼百

应， 养老目标FOF产品一时间也 “百舸争

流，千帆竞发” 。

那么， 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发挥出大

成基金的优势呢？

“今年，大成基金刚刚过完20周岁的生

日。” 谭晓冈首先指出，作为“老十家” 公募

基金公司， 大成基金蕴含多年的沉淀与积

累，有着全面完善的投研体系，包括六大投

资团队在内的完整投研梯队， 以及经验丰

富的优秀人才配置。

其次，与行业、与市场一路携手走来，

历经风雨彩虹， 也锤炼了大成基金的稳健

投资风格以及严格的风控意识， 更培养了

公司内部浓厚的脚踏实地、 务实朴实的做

事风格。

在固定收益领域， 大成基金完善的信

用评价体系以及丰富的经验积累， 是养老

投资非常看重的一环。

实际上，无论对于新老公募基金而言，

养老FOF投资在国内都是一项新生事物，

都在摸索的过程中。 而在大成基金内部，已

经将养老投资提升到了很高的战略位置。

据谭晓冈介绍， 在大成养老2040产品

设计与人员配置上， 大成基金对于养老旗

舰产品投研团队的打造可谓匠心独运。

首先，公司分管大类资产配置、社保、

养老与国际业务的副总经理谭晓冈亲自挂

帅，把控战略方向；其次，由社保和养老资

深投资经理石国武出任大类资产配置部总

监， 拟任基金经理尚琼拥有丰富的投资经

验， 高级基金研究员陆骥也曾服务过国家

大型的资产管理机构， 有丰富的资产配置

经验。 另外，大成基金首席FOF研究员王群

航， 也是业内相当知名的基金评价与研究

专家， 为大成基金首只养老目标投资产品

的投研提供持续助力。

在谭晓冈看来， 这一切源于大成基金

自上而下对于养老投资的高度重视， 更要

感谢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的信任， 使得大

类资产配置部门能够进行有效指挥， 调兵

遣将，集结“精锐部队” ，力争将养老投资

产品做到尽善尽美。

“作为老牌公募，大成基金将累积了20

年的运营能力与投资能力进行了完全的资

源整合，紧密配合，时刻在线，最终输出到

养老产品投资团队与一系列战略部署中的

养老投资产品上面。 ” 谭晓冈表示，“我相

信，这已经是最好的状态。 ”

谭晓冈还透露， 目前除了正在火热发

行中的大成养老2040之外， 大成基金还在

持续申报和布局新的养老产品。 相比于明

星基金经理， 谭晓冈更希望打造出一只明

星养老投资产品管理团队。 在这个团队中，

每个人发挥优势，协同作战，从而体现出持

续的战斗力。

众所周知的是， 社保管理人与基本养

老金管理人资格是公募基金公司的金字招

牌，这不仅仅需要过硬的投研实力，更需要

一份能够肩负起亿万民众期盼嘱托的责任

心。 在谭晓冈看来，大成基金能拥有这两项

资格，是作为公募基金公司无上的荣誉。 而

一直以来，在社保基金管理过程中，大成基

金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长期沉淀下来

的稳健投资风格、 以结果为导向的公正机

制以及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的理

念， 也深深影响了整个团队的投资价值理

念。

值得一提的是，谭晓冈透露，包括他本

人在内的不少大成基金高管和团队成员都

已经跟投了大成养老2040。 这是对于公司

投研实力的信任， 更是对养老投资健行致

远理念的切实认同。

春风化雨 做长期正确的事

政策呵护备至，基金公司也勠力筹备，

那么养老投资还有哪些挑战呢？

谭晓冈强调，长期来看，养老投资是一

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短期而言， 谈不上挑

战， 但是国内老百姓对于养老投资这类新

生事物需要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而“我的

养老我做主” 的意识更需要慢慢培养。

曾经在哈佛大学求学， 在美国工作过

多年的谭晓冈， 回顾国外的学习工作经历

时表示：“在美国，第三支柱对于IRA（个人

退休账户） 的使用已经是一件极为平常的

事情，你会发现身边每个人都在参与。 ”

谭晓冈也认同，这样“理所当然” 的认

知并非一日之功， 也是美国自1974年推出

IRA以来，经历了不断完善不断优化，几代

人跨越半个多世纪推广践行的结果。

“所以，这件事只能慢慢来，慢工出细

活。 ” 谭晓冈坦言。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

首发的第一批公募养老FOF， 至今成立运

行大约半年左右， 每一只产品的规模都有

不同程度的增长，并且是成立时间越早，产

品规模增加幅度越大， 这说明全行业在持

续营销方面也在努力， 在不断地推动养老

目标基金的发展。 同时，社会大众对于养老

投资产品的认同感也在慢慢增加。

对此， 谭晓冈感到十分欣喜。 在他看

来，养老投资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让投

资者慢慢感受到其中的魅力。 因此，对于未

来养老投资的规模体量与发展前景， 谭晓

冈丝毫不担心。

“酒香不怕巷子深。 我们有信心，长期

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一定会得到更多人的

认同。 ” 谭晓冈表示。

谭晓冈也强调，投资并不是没有风险。

面对国内市场的机会， 如果是偏好稳健风

格，认同养老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就可

以选择大成养老2040这样的产品。

“在养老投资这个领域不会出现爆款

基金，只有春风化雨，只有默默耕耘，就像

一位可依靠的知心好友静静地陪着你走过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 谭晓冈如是比喻。

而谈到长期资金入市对于A股的影响，

谭晓冈表示这也是他一直深入研究的课

题。 在美国，养老基金、401K等长线资金和

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为美股的长牛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这早已是业界的共识。 而在A股

市场，尽管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

已经为市场的成熟理性发展做出了很大贡

献，但谭晓冈认为未来空间仍然很大，公募

养老FOF等资金仍然大有可为。 市场需要

更多的长线资金做“压舱石” ，需要更多秉

持践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

的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这样对于减少A股

的波动性，最终进入真正长期的慢牛，将会

有很大的意义与推动作用。 谭晓冈相信，随

着配套政策的不断出台， 相关投资体系不

断成熟，国内养老投资一定会有长足发展。

“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现在一切都只

是一个美好的起点。 养老投资大有可为，对

此我们充满了期待。 ” 谭晓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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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业内对于养老投

资的热情已经被点燃，公募行

业在政策引导下一呼百应，养

老目标FOF产品一时间也“百

舸争流，千帆竞发” 。

那么，如何在激烈的竞争

中发挥出大成基金的优势呢？

“今年， 大成基金刚刚过

完20周岁的生日。 ” 谭晓冈首

先指出，作为“老十家” 公募

基金公司，大成基金蕴含多年

的沉淀与积累，有着全面完善

的投研体系，包括六大投资团

队在内的完整投研梯队，以及

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配置。

其次，与行业、与市场一路

携手走来，历经风雨彩虹，也锤

炼了大成基金的稳健投资风格

以及严格的风控意识，更培养

了公司内部浓厚的脚踏实地、

务实朴实的做事风格。

在固定收益领域，大成基

金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以及

丰富的经验积累，是养老投资

非常看重的一环。

实际上，无论对于新老公

募基金而言，养老FOF投资在

国内都是一项新生事物，都在

摸索的过程中。 而在大成基金

内部，已经将养老投资提升到

了很高的战略位置。

据谭晓冈介绍，在大成养老

2040产品设计与人员配置上，

大成基金对于养老旗舰产品投

研团队的打造可谓匠心独运。

首先， 公司分管大类资产

配置、社保、养老与国际业务的

副总经理谭晓冈亲自挂帅，把

控战略方向；其次，由社保和养

老资深投资经理石国武出任大

类资产配置部总监， 拟任基金

经理尚琼拥有丰富的投资经

验， 高级基金研究员陆骥也曾

服务过国家大型的资产管理机

构，有丰富的资产配置经验。另

外，大成基金首席FOF研究员

王群航， 也是业内相当知名的

基金评价与研究专家， 为大成

基金首只养老目标投资产品的

投研提供持续助力。

在谭晓冈看来，这一切源

于大成基金自上而下对于养

老投资的高度重视，更要感谢

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的信任，

使得大类资产配置部门能够

进行有效指挥， 调兵遣将，集

结“精锐部队” ，力争将养老

投资产品做到尽善尽美。

“作为老牌公募， 大成基

金将累积了20年的运营能力

与投资能力进行了完全的资

源整合，紧密配合，时刻在线，

最终输出到养老产品投资团

队与一系列战略部署中的养

老投资产品上面。 ” 谭晓冈表

示，“我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

状态。 ”

谭晓冈还透露， 目前除了

正在火热发行中的大成养老

2040之外，大成基金还在持续

申报和布局新的养老产品。 相

比于明星基金经理， 谭晓冈更

希望打造出一只明星养老投资

产品管理团队。在这个团队中，

每个人发挥优势，协同作战，从

而体现出持续的战斗力。

众所周知的是， 社保管理

人与基本养老金管理人资格是

公募基金公司的金字招牌，这

不仅仅需要过硬的投研实力，

更需要一份能够肩负起亿万民

众期盼嘱托的责任心。 在谭晓

冈看来， 大成基金能拥有这两

项资格， 是作为公募基金公司

无上的荣誉。而一直以来，在社

保基金管理过程中， 大成基金

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长期

沉淀下来的稳健投资风格、以

结果为导向的公正机制以及长

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的

理念， 也深深影响了整个团队

的投资价值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谭晓冈透

露，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不少大

成基金高管和团队成员都已

经跟投了大成养老2040。这是

对于公司投研实力的信任，更

是对养老投资健行致远理念

的切实认同。

大成基金副总经理谭晓冈：

养老投资春风化雨 坚持做正确的事

□本报记者 张焕昀

在海外成熟市

场， 养老体系第三

支柱的发展已经走

过半个多世纪，不仅

充分发挥了养老的

功能，更在资本市场

起到中流砥柱的作

用。而国内作为补充

养 老 金 “第 三 支

柱” 代表产品的公

募 基 金 养 老 目 标

FOF产品正迎着朝

阳，刚刚启航。

在大成基金副

总经理谭晓冈眼中，

当前正是发展公募

养老目标基金的美

好起点。 现实生活中

老百姓有实际需求，

政策上国家层面给

予支持，基金公司及

销售渠道也都高度

重视。 现在要做的就

是酿好养老投资产

品这坛好酒，让投资

者慢慢感受到其中

的韵味，逐渐认同及

接受养老投资和长

期投资的理念。

“养老投资是春

风化雨，需要默默耕

耘和点滴积累。 酒香

不怕巷子深，我们有

信心做好这件事。 ”

谭晓冈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

大成基金的匠心酿

造之作———大成养

老目标日期2040三

年 持 有 期 混 合 型

FOF（下称“大成养

老2040” ） 正在发

行中。

利国利民 养老投资践行普惠精神

在加入大成基金之前，曾在国家财政部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工

作过多年，谭晓冈对于战略层面的长期投资，有着独特的视角与高度。

在他看来，“养老投资是国家战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

一方面，这是由实际情况决定的。 谭晓冈坦言：“虽然身在资本市

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然人，也会面临自己养老的问题。 ”

而各项数据也有所验证，中国养老形势较为严峻。 根据2019年4

月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

2019-2050》预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在中长期内面临着财务不可持

续的挑战。 同时在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当下，不少人都承受着“上

有老下有小” 的两面夹击，却忽略了个人养老积累。

据估计，按中国目前42%的养老金替代率，月入1万元的人，退休

时只能拿到4000元的养老金。 也就是说，退休后，只靠国家养老金的

话，只能保持原来生活品质的四成。养老压力在持续增加，基本养老保

险可能只满足老人们的“基本生活所需” ，要想获得比较舒适悠闲的

老年退休生活，提前规划养老投资非常必要。

而在国家层面，政策的呵护备至也体现了管理层的远见卓识，以及

其对于养老投资的高度重视。 早在2015年，国务院颁布《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投资管理办法》， 明确了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改革的方

向。 2018年4月12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人社部、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

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规定自

2018年5月1日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

政策的不断优化和完善也给予了大成基金充足的动力。 谭晓冈

称：“实际上，大成基金早已在积极筹划，时刻准备。 在主要营销渠道

的支持下，大成基金拿到监管部门批文之后第一时间就为投资者献上

了首只养老目标产品，这就是正在发行的大成养老2040三年FOF。 ”

“发展养老投资，一方面可以帮助普通投资者应对年老后赚钱能

力下降带来的风险，一方面也增加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弹性，我们坚决

拥护。 ” 谭晓冈表示，“特别是这关系到以后的长远发展，因为我们现

在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以后的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做

准备。 ”

而目前在养老投资领域， 个人税收递延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为从海外经验看来，美国通过相关政策扶持，大力发展企业和个人

养老方式，弥补社保养老资金缺口，取得了较好效果。 国内也普遍认

为，中国个税递延试点推进，鼓励个人养老政策的落实，也将为养老目

标基金创造更好的发展机遇，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发

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谭晓冈的从业经历给予他的体会是：第一，像第三支柱养老型的

产品，税收递延政策的施行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政策的出发点一定是

希望政策的施行可以长治久安，更加稳健完善。而作为投资机构，其实

无需过多关心政策具体实施的时间、额度等，因为长期来看，这一定是

一件水到渠成的正确的事。

第二，在个税起征点提升之后，受到税延优惠政策的人群数量实

际上相对有所减少。 谭晓冈比较认同此前业界讨论较多的方式，即适

时推出一些定向的补贴， 给没有被税延政策覆盖的人一定的优惠，让

更多的人享受到政策红利。

春风化雨 做长期正确的事

政策呵护备至，基金公司

也勠力筹备，那么养老投资还

有哪些挑战呢？

谭晓冈强调，长期来看，养

老投资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

事。 短期而言，谈不上挑战，但

是国内老百姓对于养老投资这

类新生事物需要一个逐步接受

的过程，而“我的养老我做主”

的意识更需要慢慢培养。

曾经在哈佛大学求学，在

美国工作过多年的谭晓冈，回

顾国外的学习工作经历时表示：

“在美国， 第三支柱对于IRA

（个人退休账户）的使用已经是

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你会发现

身边每个人都在参与。 ”

谭晓冈也认同，这样“理

所当然” 的认知并非一日之

功，也是美国自1974年推出I-

RA以来， 经历了不断完善不

断优化，几代人跨越半个多世

纪推广践行的结果。

“所以，这件事只能慢慢来，

慢工出细活。 ”谭晓冈坦言。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数据

显示，2018年首发的第一批公

募养老FOF，至今成立运行大

约半年左右，每一只产品的规

模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并且

是成立时间越早，产品规模增

加幅度越大，这说明全行业在

持续营销方面也在努力，在不

断地推动养老目标基金的发

展。 同时，社会大众对于养老

投资产品的认同感也在慢慢

增加。

对此，谭晓冈感到十分欣

喜。 在他看来，养老投资就是

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让投资者

慢慢感受到其中的魅力。 因

此，对于未来养老投资的规模

体量与发展前景，谭晓冈丝毫

不担心。

“酒香不怕巷子深。 我们

有信心，长期坚持做正确的事

情， 一定会得到更多人的认

同。 ” 谭晓冈表示。

谭晓冈也强调，投资并不

是没有风险。 面对国内市场的

机会， 如果是偏好稳健风格，

认同养老投资，长期投资的理

念，就可以选择大成养老2040

这样的产品。

“在养老投资这个领域不

会出现爆款基金，只有春风化

雨，只有默默耕耘，就像一位

可依靠的知心好友静静地陪

着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

段。 ” 谭晓冈如是比喻。

而谈到长期资金入市对于

A股的影响， 谭晓冈表示这也

是他一直深入研究的课题。 在

美国， 养老基金、401K等长线

资金和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为美

股的长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早已是业界的共识。 而在A

股市场，尽管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等已经为市场的成

熟理性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谭晓冈认为未来空间仍然很

大，公募养老FOF等资金仍然

大有可为。 市场需要更多的长

线资金做“压舱石” ，需要更多

秉持践行“长期投资、价值投

资、责任投资” 的机构投资者

进入市场， 这样对于减少A股

的波动性， 最终进入真正长期

的慢牛， 将会有很大的意义与

推动作用。谭晓冈相信，随着配

套政策的不断出台， 相关投资

体系不断成熟， 国内养老投资

一定会有长足发展。

“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

现在一切都只是一个美好的起

点。养老投资大有可为，对此我

们充满了期待。 ” 谭晓冈说。

谭

晓

冈

，

大

成

基

金

副

总

经

理

，

首

席

国

际

运

营

官

。

美

国

哈

佛

大

学

公

共

行

政

管

理

硕

士

，

梅

森

学

者

。

曾

为

国

家

财

政

部

、

世

界

银

行

、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理

事

会

等

机

构

服

务

多

年

。

2

0

1

6

年

7

月

加

入

大

成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