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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洲， 硕士研究生，6年证券从业经历。 曾任国泰基金债券研究员，

2014年6月加入嘉实基金固定收益业务体系任研究员， 先后任嘉实稳祥纯

债债券、嘉实稳康纯债债券、嘉实稳愉债券等多只产品的基金经理。

照片,刘宗根

2019

年

7

月

15

日 星期一 编辑：鲁孝年 美编：马晓军

10

嘉实稳祥纯债债券

王亚洲：守住能力边界 重视控制回撤

□本报记者 刘宗根 实习记者 符昊

在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

评选中，嘉实基金旗下嘉实稳祥纯债

债券获“2018年度开放式债券型金牛

基金” 奖项。 该基金由曲扬和王亚洲

两位基金经理共同管理。 近日，王亚

洲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现阶段经济周期基本处在底部区

间，维持2019年债券市场延续震荡行

情的判断。

经济周期处在底部区间

“嘉实稳祥纯债债券大方向上采

用的是久期策略，在保持回撤基本可

控的前提下，寻找盈利机会，提升组

合收益。 ” 王亚洲表示。 2014年6月，

王亚洲加入嘉实基金，负责债券型基

金管理工作，在此之前，他是国泰基

金债券研究员。

王亚洲认为，影响债券市场的因

素较多，每个时刻可能都有5-10个因

素占主导，从投资角度看，重要的是

合理地为影响因素进行赋权。 “嘉实

稳祥纯债债券不设置固定权重，赋权

是动态的过程，如果每个影响因素的

权重总是固定不变，可能会取得市场

平均收益，却很难有超额收益。 所以，

关键还是要准确把握当时市场运行

的核心逻辑。 ”

他进一步表示， 对债券市场而

言， 经济周期处在比较繁荣的位置

时，融资成本高，静态收益也会高一

些；如果是经济周期底部，像现在这

样持续地降低融资成本，静态收益肯

定是减少的，“因为大家都在发低票

息的债券” 。

他倾向认为，现阶段经济周期基

本处在底部区间，而经济周期何时探

底回升，暂时还难以下结论。“经济周

期的位置可以结合市场定价体系去

分析， 债券有实际融资行为支撑，两

者可以相互映射。 不过，一些短期交

易行为，包括市场情绪，可能会使价

格与实际融资行为发生偏离，产生债

券市场跟经济周期不同步的判断。 ”

债券市场仍将震荡

不久前，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

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被正式纳入全

球主要债券指数———彭博巴克莱全

球综合指数。 王亚洲表示，中国债券

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的实

质影响短期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但

长期来看， 这意味着中国债券市场

国际化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 预计

投资者对中国境内债券市场的兴趣

会相应攀升。 据了解，今年5月，嘉实

基金与彭博共同宣布将合作开发固

定收益指数产品。 嘉实基金是中国

境内首家与彭博围绕彭博巴克莱全

球综合指数开展合作的资产管理公

司。 嘉实基金将使用彭博巴克莱全

球综合指数， 与彭博在指数投资策

略研究、 定制化指数与产品开发等

领域展开合作。

2019年4月， 债券市场弱势震

荡，出现大幅调整，不少观点以此作

为划分今年趋势性行情和震荡行情

的分水岭。 王亚洲表示，维持2019年

债券市场震荡行情的判断。“趋势性

行情来自于不匹配向匹配的修复。最

近比较典型的是2018年一至三季度，

债券收益率水平维持高位，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政府没有实施特别的刺激

或者对冲政策，这是比较有利于债券

的状态。 ”

针对控制回撤， 王亚洲认为，如

果对回撤没有足够重视，牛市转熊市

时，可能会陷入长期回撤或者发生实

际损失。控制回撤在牛市时看似没有

那么重要，其实不然。 “这就要求业

绩归因，当你复盘的时候，可能会发

现业绩好有时仅仅是因为运气好。学

会守住能力边界， 明白赚的是什么

钱，能赚什么钱，非常重要。 ”

王亚洲表示，下半年会做一些新

产品的探索，比如推摊余成本法的产

品，类似于货币型基金的债券型基金

可以简单替代理财产品，使产品线更

加完善。“今年增持了比较多的信用

债，减持了国债、金融债，这是嘉实稳

祥纯债债券能跑在市场前1/3的关

键。去年表现好的品种，像国债、金融

债今年并不理想，不少直到最近还没

回到年初位置。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外投资敢为人先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在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

选中，国泰基金荣获“海外投资金牛基

金公司” 奖。这是国泰基金第三次荣获

海外投资金牛基金公司奖， 也是国泰

基金拿到的第35座金牛奖杯。 此次获

奖， 是对国泰海外投资能力的再一次

肯定。

据悉， 目前国泰基金国际业务部

已有产品线包括多只QDII公募基金产

品、 多只QDII专户产品以及其他与银

行合作的境外投资投顾业务， 涵盖美

股、港股、债券、大宗商品和黄金等各

大资产类别， 国泰基金海外投资团队

更是因为业绩优异而屡获殊荣。 “未

来，国泰基金将继续打造敢为人先、开

拓进取的海外投资能力， 加强海外投

资布局， 满足投资者不同的投资需

求。” 国泰基金国际业务部负责人吴向

军表示。

积极布局海外市场

资料显示，国泰基金国际业务部

成立于2007年， 负责公司的海外投

资业务。 自成立以来，国际业务部参

与了自贸区、港股通、人民币国际化

等重大国际金融课题的研究，在海外

投资业务上进行着积极拓展，屡创行

业领先记录。 同时，凭借长期稳健的

业绩，赢得了投资者的信任和业界的

口碑。

2010年， 国泰基金推出的国泰纳

斯达克100指数基金成为市场第一只

QDII指数基金， 无论是过去三年还是

五年业绩均稳居同类前列， 为基金持

有人持续创造了绝对正收益；2013年

推出的国泰纳斯达克100� ETF基金则

是市场第一只跨时区ETF基金， 为国

内投资人投资海外成熟市场提供了最

有效、最便捷的实现手段；2013年推出

的国泰中国企业境外高收益债券基

金， 为市场第一只主投中国企业境外

债的债券类QDII基金， 连续多年在同

类基金业绩排名靠前。 国际业务部目

前产品线涵盖了境外股票、债券、大宗

商品和另类投资等多资产类别， 同时

担任了多家机构的境外投资顾问，且

长期投资建议取得了显著超额收益，

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目前， 国泰基金国际业务部已有

产品线包括多只QDII公募基金产品、

多只QDII专户产品以及其他与银行合

作的境外投资投顾业务， 产品线涵盖

美股、港股、债券、大宗商品和黄金等

各大资产类别。

展望未来，吴向军认为，国内投资

者多元化的资产配置特色将继续凸

显。 特别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

全球资产配置成为投资者分散风险、

求取稳定收益的必然选择。 国泰基金

将继续争当市场创新“领头羊” ，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以客户服务为中心，创

设新的金融工具， 提升金融资源配置

效率，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在海外

投资布局上，更是力求敢为人先、开拓

进取，始终秉承“以最大的专业性和勤

勉为投资人实现长期稳定的财富增

值，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的宗旨，以

专业专注赢取投资者的认可和信任。

提高持有人“获得感”

资料显示，国泰基金成立于1998

年3月， 是国内首批规范成立的基金

管理公司之一。 历经21年的市场磨

砺，公司稳步发展，目前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 2010年全球领先的保险集

团之一意大利忠利集团正式收购公

司部分股权，国泰基金变身为中外合

资基金公司，并在投资管理、产品研

发、风险控制、基金营销等多方面与

忠利集团展开交流与合作，综合业务

能力显著提高。

自1998年3月23日公开发行国内

第一只封闭式基金———基金金泰以

来，国泰基金的产品线不断丰富和完

善。 截至2019年6月底，国泰基金旗

下共管理着108只公募基金，3只养

老金产品和包括专户、年金、社保、投

资咨询在内的 90多个资产委托组

合，国泰基金已发展成为能够提供齐

全产品线，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

需求的综合性、多元化的大型资产管

理公司。

国泰基金认为，受人之托，代人理

财， 是基金行业的天然使命； 关注专

业、突出主业，是资产管理机构安身立

命的根本；敬畏投资者、回报投资者，

是资管机构的行业初心。 基金公司在

专业领域专注笃志，才能行稳致远。

不论是权益投资阿尔法战队的锐

意进取，固收团队的稳步前进，还是被

动指数投资的前瞻布局和精准卡位，

一直以来， 国泰基金都以最大的专业

性和勤勉力争为投资人实现长期稳定

的财富增值， 引导国内资本市场树立

理性投资理念， 助推资管行业的良性

发展， 以优异的投资业绩回报投资者

的信任， 以完善的风控管理构筑投资

者方便、易得、快捷的投资渠道，提高

持有人的“获得感” 。

吴向军， 硕士研究生。 2004年6月至2007年6月在美国Avera� Global�

Partners工作，担任股票分析师；2007年6月至2011年4月，在美国Security�

Global� Investors工作，担任高级分析师。 2011年5月起加盟国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任国际业务部副总监，2016年6月至

2018年7月任国际业务部副总监 （主持工作），2017年7月起任海外投资

总监，2018年7月起任国际业务部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