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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潮再现

上半年127位基金经理离职

□

本报实习记者 王宇露 本报记者 李惠敏

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显示， 截至6月

30日，今年以来已有127位基金经理离职，为4

年来新高，涉及基金公司70家（包括有公募牌

照的券商），追平历史最高纪录。同时，新聘基

金经理235位，同样为4年来新高。

70家基金公司基金经理离职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整理同花顺iFinD

数据发现，截至6月30日，今年以来公募基金

行业已有127位基金经理离职，创4年来新高，

涉及基金公司70家，追平历史最高纪录。 相比

来看， 远超去年同期56家基金公司的87位基

金经理离职数量。 从历史数据来看，也仅次于

2015年上半年的离职基金经理数。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多达70家基金公

司出现基金经理离职的情况。 从具体变动来

看，不论是嘉实基金、博时基金这样的老牌基

金公司，还是小型公募基金公司等，均存在基

金经理离职的情况。

具体来看，截至6月30日，离职人数最多

的为广发基金，共7位基金经理离职；其次，汇

添富基金和东方基金各有5位基金经理离职；

富国基金、工银瑞信、平安基金各有4位基金

经理离职。 此外，还有9家基金公司各有3位基

金经理离职。

在离职的基金经理中， 不乏一些明星基

金经理。 易方达基金的宋昆于今年1月12日离

职， 他管理的易方达新兴成长曾在2015年以

171.78%的业绩名列公募开放式基金业绩冠

军， 自2013年11月成立到2019年1月12日期

间的累计收益率达55.7%。 圆信永丰基金前首

席投资官洪流也于1月末离职， 旗下6只产品

换帅， 洪流管理的圆信永丰优加生活基金曾

在2016年以17.96％的收益率获得股票型基

金冠军。 此外，离职的明星基金经理还有诺安

基金盛震山、长信基金李小羽等。

在大批基金经理离职的同时， 上半年也

新聘了235位基金经理，为近4年新高。 其中，

嘉实基金上半年新聘9位基金经理，易方达基

金新聘7位，南方基金、鹏华基金、兴全基金分

别新聘6位基金经理。

业绩压力或为离职主因

一般而言，市场环境较好时，基金经理的

流动性更大，主动跳槽的基金经理也更多；反

之，市场环境相对较差时，流动性较小。 同花

顺iFinD数据显示，2015年大牛市中， 上半年

有190位基金经理离职，下半年112位，全年共

有302位。 相比之下，2016年至2018年全年分

别仅有159位、172位、201位基金经理离职。今

年年初，市场有所回暖，春节过后A股更是冲

上3000点关口， 市场行情的反弹对基金经理

流动性的提升起到一定影响作用。

从各基金公司公告的离职原因来看，有

的是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或公司业务需要，

但因个人原因或个人职业发展离职的居多。

业内人士分析， 业绩较差或为基金经理离职

的真正原因。 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就有26位

基金经理离职， 其中很多都是去年业绩表现

不佳的基金经理。 例如东方基金王晓伟于1月

2日离任，他管理的东方主题精选混合2018年

的年净值增长率为-34.74%， 任期回报仅为

-41.25%。

从离职去向来看， 有的基金经理在原公

司内部转岗， 有的进入其他公募基金继续任

职基金经理，还有的则是“公” 转“私” 。

首只私募资产配置基金诞生

山南云栖私募资产配置基金底层资产涵盖多种类别

□

本报记者 叶斯琦

日前， 山南云栖私募资产配置基金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以下简称协会）完

成备案， 这也是首只完成备案的私募资产配

置基金。 据介绍，该基金底层资产涵盖大数据

创业公司股权、股票、债券、期货、商品、期权

等各类别资产。

涵盖多类别资产

根据协会的私募基金公示信息，山南云

栖私募资产配置基金成立于2019年7月8

日，并于7月10日完成备案，基金类型为私募

资产配置基金，管理人为浙江玉皇山南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据介绍， 山南云栖私募资产配置基金作

为跨资产领域配置的母基金， 首期将主要投

资于浙江银杏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

人的数字新经济领域风险创业投资基金和敦

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柏泰华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

州阳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的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浙江玉皇山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表示，

从资产配置和风险分散角度， 不同大类资产

之间的低相关度可以降低投资组合的波动风

险。 山南云栖私募资产配置基金的一级市场

子基金选取国内大数据新经济领域早期创业

投资管理人浙江银杏谷管理的创业基金，二

级市场子基金投资策略涵盖宏观对冲、 期权

套利、基本面量化CTA、基本面主观CTA、指

数增强。 可以说，底层资产涵盖大数据创业公

司股权、股票、债券、期货、商品、期权等各类

别资产。 届时根据创业投资基金的项目投资

节奏， 将未投资金配置于不同风险收益特征

的私募证券基金。

浙江玉皇山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还介

绍， 山南云栖私募资产配置基金已完成一亿

五千万元的募集。 公司后续将发行更多私募

资产配置基金与其他股权投资基金、 信托计

划和各类备案基金产品进行合作。

鼓励专业机构申请

所谓资产配置，即将资产在低风险、低收

益与高风险、高收益之间进行分配，降低由于

投资单一资产类别的标的带来的风险。 2018

年8月29日，协会发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

关问题解答（十五）” 指出，自2018年9月10

日起， 拟申请私募资产配置基金管理人的机

构， 可以通过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在

线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2019年2月，协会备案信息显示，浙江玉

皇山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金晟硕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等三家机构的备案类型显示为私募资

产配置类管理人。 其中，中国银河投资、浙江

玉皇山南投资是通过类型变更而来， 二者在

变更前的机构类型均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珠海横琴金晟硕业投资则是2019年2月

新登记的机构。 这意味着在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人、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其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之外， 第四类私募

基金管理人问世。

根据协会规定， 私募资产配置基金应当

主要采用基金中基金的投资方式，80%以上

的已投基金资产应当投资于已备案的私募基

金、 公募基金或者其他依法设立的资产管理

产品。 私募资产配置基金投资于单一资产管

理产品或标的的比例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规

模的2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此前

表示，应当鼓励有资金募集优势的专业机构

申请大类资产配置牌照，例如银行理财子公

司，从投资者需求出发，发行大类资产配置

型产品，通过权益资产和固定收益资产的不

同配比，匹配投资者的期限目标和风险收益

目标， 再通过基金等投资工具精选投资标

的，控制投资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构建从

大类资产配置到投资工具再到基础资产的

买方生态。

东方基金：看好优质蓝筹和高股息率标的

□

本报记者 李惠敏

东方基金表示， 三季度看好受益于可选

消费、必选消费、TMT等行业集中度提升的各

行业优质龙头以及具备高股息率的标的，同

时关注科创板相关标的。

从宏观经济来看，东方基金表示，一方面，

受季节性因素消退、 外需走弱和高基数等影

响，二季度出口回落，而受外围因素反复影响，

未来出口增速将继续承压。同时，4月生产和新

订单数据回落意味着企业仍较谨慎，复苏动能

不足，5月PMI再度回落。 另一方面，地产基建

仍为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支撑，地方专项债发行

加速。此外，核心通胀保持稳定，对货币政策未

形成约束，而中美利差走阔至120个BP，人民

币汇率缓和，央行货币宽松空间有望打开。 从

行业中观来看，上游数据显示需求偏弱，价格

有所回落；中游方面机械表现一般，水泥钢铁

价格稳定；下游整体则出现分化，畜禽养殖板

块景气度上行，TMT、5G景气度确定。

东方基金表示，当前A股市场机构投资者

占比逐渐提升，据最新A股上市公司投资者结

构数据估算（总市值），个人投资者持有自由

流通市值占比可能已降至50%， 叠加占市场

成交额6%左右的外资持续流入和我国作为最

大工业制造国，人口多、市场大、单位研发投

入边际产出高、研发投入相对成本低、规模效

应等背景来看， 三季度首先看好各行业集中

度提升、盈利能力高、ROE高于整体水平的优

质龙头，板块方面关注可选消费、必选消费、

TMT，以及周期、资源等；其次，看好高股息率

标的，获取额外收益；第三，关注以科技创新

为主的科创板标的。

绩优个基

显露“规模压力”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随着上半年业绩榜单的出炉， 市场上

的绩优基金产品得以浮现。 中国证券报记

者初步统计发现，在主动权益类产品中，绩

优基金产品的规模多比较适中， 但是随着

业绩的水涨船高， 部分产品规模也在迅速

膨大。 而参考一季度绩优产品规模与业绩

表现的关系， 半程的绩优基金产品或将继

续面临规模快速扩大带来的系列问题，

“规模压力” 或将继续上演。

绩优个基多数“小而美”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19年上

半年，各类型基金表现优异，平均收益率

全线飘红。 其中，股票型基金收益率最高，

为23.43%， 大幅跑赢了沪指的19.4%；其

次是指数型基金，19.73%，QDII、 债券型

和货币市场型基金相较于一季度业绩也

大幅上扬。

观察主动权益类产品中的绩优个基，

“小而美” 的特征比较明显，除部分个基规

模较大外， 多数上半年业绩表现较好的基

金产品的一季度末规模相对偏小。 但相关

数据显示， 部分绩优基金产品在二季度迎

来了规模的显著上升。

Wind资讯数据显示，上半年业绩靠前

的股票型基金中，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二

季度业绩领先， 但其一季度末的规模为

175.2亿元，6月30日的最新规模为192.5亿

元，规模增幅尚不明显；而位居第二位的银

华农业产业股票发起式基金一季度末规模

为2.5亿元，6月30日的产品规模已经飙升

至7.3亿元；位居第三位的鹏华养老产业股

票从一季度末的4.5亿元规模上升至二季

度末的5.4亿元。 对比股票型基金的平均规

模， 上半年业绩表现突出的股票型基金规

模大多偏小，而随着业绩的突出表现，二季

度上述产品迎来规模的扩张。

在半程业绩表现突出的混合型基金

中，产品规模的变化则更加明显。例如富国

消费主题混合从一季度末的7.0亿元规模

上升至二季度末的13.6亿元， 前海开源中

国稀资产混合A从1.9亿元升至5.5亿元。 当

然也有规模缩小的， 例如易方达瑞恒灵活

配置混合，其规模从从一季度末的4.4亿元

掉到二季度末的2.5亿元。

规模是“甜蜜的负担”

绩优个基迎来市场资金的追捧，产品

规模获得显著提升， 也是市场资金的顺

势而为。 但是，规模的短时间快速上升，

对于基金管理人而言，或是一种“甜蜜的

负担” 。

一季度绩优基金产品多在一季度就实

现了规模的快速上升， 而对比二季度末的

数据发现， 这些基金产品多面临规模徘徊

不前、 业绩难有起色的尴尬局面。 数据显

示， 一季度业绩较好的主动权益类基金产

品，在二季度末的规模数据均相对稳定，但

其中也有规模下滑的， 而其业绩在一季度

的风光无限后，多数归于平静，难以见到此

前的凌厉攻势了。

“基金产品在做业绩的同时，会引来市

场资金的追捧，实现产品规模的扩张。但是

新进资金的到来， 对于投资收益的摊薄效

应非常明显。 另外，短时间的规模上涨，意

味着需要快速进行投资配置才有可能维系

相应的收益表现。但是，今年以来的市场行

情显然缺乏这种大规模的配置机会。 ” 有

基金经理指出。

绩优基金产品面临的“规模烦恼” ，也

与市场推广和营销的“惯性” 有关。 有基金

公司市场体系人士就指出， 绩优基金因为

市场关注度高，在营销推广上，相对容易操

作， 行业内有不少机构也会对绩优基金进

行顺势推介。 “虽然这样的操作相对容易

见成效， 但是绩优基金在短期业绩冲高后

的持续业绩表现压力不小， 特别是在缺乏

行情配合的情况下， 这样的营销推广存在

风险。 ”

2016年-2019年公募基金

上半年基金经理变更人数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数据表,李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