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爱斌：鹏扬基金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复旦大学金融专业硕

士，自1999年开始债券

投资，拥有20年债券投

资经验。 曾担任中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第一

届专业委员会委员、鹏

扬投资总经理、华夏基

金总经理助理兼固定

收益投资总监、中国平

安保险集团公司集团

资金营运中心组合管理

部副总经理等职务。 作

为中国债券市场上最早

的一批从业者， 见证了

债券市场规模从2000亿

到80万亿的飞跃。

鹏扬汇利债券

杨爱斌：投资要始终跟市场保持一点距离

□

本报记者 叶斯琦

在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

选中，鹏扬汇利债券荣获“2018年度

开放式债券型金牛基金” 荣誉。 2018

年鹏扬汇利债券运用宏观配置策略驱

动模型， 在大类资产配置和波段操作

上独树一帜，取得了优异的业绩。谈及

多年的投资感悟，鹏扬基金总经理、鹏

扬汇利债券基金经理杨爱斌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做投资要

始终跟市场保持一点距离， 这样才能

引领市场。同时，只有极端重视风险控

制，才能保证公司行稳致远。

精准把握市场节奏

谈及2018年业绩亮眼的原因，杨

爱斌表示，一是在大的资产配置策略

上比市场平均要做得更好；二是在股

票和债券这两类子资产类别中，操作

也较为出色。

他回顾2018年的操作时说， 股票

方面，2018年只有1月超配， 其余时间

基本上保持中性或中性略低配的状态。

具体板块轮动方面，1月超配金融股；二

季度增仓成长板块和医药、消费股；6月

底逢高卖出消费、医药股，反手在底部

买入银行等防御类低估值股票；三季度

末又将已获得较高超额收益的银行股

清仓，并抄底医药、光伏等板块，这些股

票在四季度又有不错表现。 “总体来

看， 去年股票操作节奏把握得非常好，

因此超额收益还不错。 ”

债券方面，杨爱斌说，债券投资是

鹏扬基金的强项， 无论是宏观研究还

是信用风险控制， 抑或是利率债的波

段把握，都比较突出。 “去年1月债券

跌得最凶时，就把久期提上去，并维持

较高久期；4月降准之后减仓；5月和6

月债券跌回来， 毫不犹豫地把仓位加

上去；7月暴涨结束后减仓；8月发现七

天回购利率出现买入信号后， 又重新

加仓；9月底曲线特别陡峭时， 再次加

码长单和超长单，然后一直到年底。所

以，去年债券波段做得还不错，基本上

把细的波段都全做出来了。 ”他强调，

没有做任何信用下沉， 也就是没有承

担特别大的系统风险。

为什么能踏准节奏呢？“我是固收

出身， 是一个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投资

人， 去年的宏观环境和市场风格特别

适合这种特点，因此优势就很明显。 ”

杨爱斌介绍， 鹏扬基金的宏观配置策

略驱动模型，主要是围绕经济增长、通

货膨胀、无风险利率、风险溢价等几个

关键变量进行分析， 看市场的预期是

什么，跟自己的预期进行对比，从中寻

找预期差。“对于现在这套体系，我们

的打法越来越熟练了。 ”他颇为自豪地

说，“去年是真正意义上完整地将我们

的模型运用在公募基金的一年。 ”

谈及多年的投资感悟，杨爱斌说，

“做了20年投资， 最大的体会就是人

多的地方不要去。因为人多的地方，背

后就是预期已经打足了， 预期打足的

资产你再去买，就赚不到钱了。 因此，

我现在做组合管理， 第一反应不是这

个资产怎么样，而是市场到底怎么看。

要看到对手没有看到的东西， 只有这

样方能脱颖而出。 可以说，每走一步，

都尽量跟市场上的主流机构不一致。

他们最看好的时候，我就卖出；他们拼

命卖出的时候，我就接回来。 ” 他强

调，“做投资，始终要跟市场保持一点

距离，这样才能引领市场。 ”

极端重视风险管理

尽管对自己的模型和框架非常

自信，但杨爱斌强调，当研究有不确

定性时，还是要给自己留后手。“也就

是说， 在我们的宏观配置组合中，还

需要思考，如果判断错了，那么哪类

资产会受益， 要配置一些这类资产。

这样就能减少犯错误时基金的下行

风险。 ” 他说。

对于风险控制，鹏扬基金高度重

视。 “我一直强调，作为金融机构，核

心竞争力之一就是风险管理。 如果没

有优秀的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技

术、风险管理人才，一个金融机构是

走不远的。 ” 杨爱斌告诉记者，公司在

风控方面有几大特点，一是鹏扬基金

所有的风险管理系统全都来自自主

开发，并且风控人员是超配的。

二是在投资过程中，鹏扬基金始

终强调在决策之前就进行风险管理，

不能等到事后再进行风险管理，否则

就没有意义了。“管理一个组合，等到

风险管理部提醒你砍仓的时候，基本

上永久性损失已经造成了。 真正的风

险管理， 是投研人员在做决定的时

候，就要考虑是否暴露该风险，风险

暴露能不能带来合理的回报，暴露的

风险是不是在组合的承受范围之

内。 ” 他说。

三是高度重视信用风险。 “如果

哪个基金经理的债券组合踩雷，那么

考核一定纳入不称职。 我们也建立了

一套非常严格的信用风险控制体系。

我作为总经理亲自审批，每一个进入

投资池的债券公司内部必须进行严

格的评级，内部评级在一定级别之下

的债券若要加入公司债券备选池，都

需要我签字才能买入。 ” 从私募时代

起的8年时间，鹏扬团队信用债“零踩

雷” ，持仓债券从未评级下调。在杨爱

斌看来，避免信用风险，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要参与有潜在风险的标的。

四是管理好合规风险。 杨爱斌

说，如果合规风险控制不好，那公司

可能就没有翻身的机会。 因此，在合

规风险控制方面， 别人是红线不能

做，我们是黄线就不能做。 “例如，所

谓的通道业务、 结构化发行业务之

类，一律都不做。 ” 他说。

值得一提的是， 凭借出色的表

现，杨爱斌掌舵的基金无论在机构端

还是零售端都获得资金的青睐。 但

是，并非所有资金他都接受。“比如今

年2月市场涨得最凶时， 客户又申购

了十几亿，3月我们就赶紧暂停相关

基金的大额申购了。 因为那时候觉得

市场没有机会了，这时候拿客户的钱

干吗？ 除了摊薄老客户的利益之外，

没有任何好处。 直到5月股市跌过一

轮，债市也有机会了，才重新打开大

额申购。 只有这样，基金才能形成良

性循环。 ” 他强调。

银华中小盘精选混合

李晓星：在景气度趋势中捕捉市场行情

□

本报记者 余世鹏

2019年，李晓星管理的银华中小

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下称

“银华中小盘” ） 获得五年期开放式

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 数据显

示，银华中小盘成立以来的回报超过

330%， 体现出了明显的价值投资风

格。 李晓星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投资决策需通过聚焦最佳

景气度行业来把市场行情。 但与专业

判断相比，经验范畴的常识判断更为

重要。 李晓星指出，景气度持续向上

的消费行情与正在展开的科技行情，

将是未来的投资机会所在。

常识判断比专业判断更重要

“做投资与做企业不一样， 投资

所依赖的是非完全信息，追求的则是

一种模糊的正确。 因此，除了具备专

业知识外，常识判断则更为重要。 ” 李

晓星对记者指出，投资决策会面对各

种不确定性。 “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

百分之百赚取的机会， 那肯定是陷

阱。 ” 李晓星说到，大多时候，基金经

理如履薄冰， 像一只无法落地的鸟，

需要在长期的谨慎和寂寞中寻觅投

资之道。

李晓星将自己的投资方法称之

为“景气度趋势投资” ，即通过聚焦

最佳景气度行业来把握阶段性与趋

势性行情。 李晓星指出，判断行业景

气度趋势，关键在于对行业的理解上

面。“这更多是一个经验范畴，看的企

业多了， 对行业的理解也会逐步深

入。 ” 李晓星举例说到，观察企业的发

展潜力时， 除了看企业的发展模式

外，还要观察管理层是否靠谱，“而这

更多是常识层面的逻辑判断。 ”

具体地，李晓星说到，在投资调

研方面， 他除了去上市公司考察之

外，更多的还会观察市场各个主体的

反馈， 如通过渠道和消费终端的反

馈，来判断“哪个手机好用、哪款游戏

好玩” ；通过调研行业专家、竞争对手

和用户，往往会得到比调研上市公司

更加客观的判断。

正是通过“景气度趋势投资” 策

略，李晓星把握住了2014年-2015年

的成长股行情，以及始于2016年至今

的消费升级行情。 同时，李晓星还看

到，基于科技创新的新一轮景气度行

情正在到来。李晓星告诉记者：“每种

投资方法的成功概率不一样，但只要

耐得住寂寞，最终还是可以取得预期

收益的。 ”

消费盛夏 科技初春

李晓星直言，“景气度趋势投资”

策略的关键在于判断基本面发展的趋

势方向。基于此，他将当前的市场趋势

概括为“消费的盛夏、科技的初春。 ”

李晓星指出，在2016年时他观察

到，成长股为提升业绩增速而牺牲报

表质量的负面事件开始增多，如商誉

爆雷等。“从2013到2016年那波创业

潮涌现了很多新公司，市场上也充斥

着形形色色的故事，但最终能做出来

的可能不到1%。 从2016年开始，成长

股行情基本结束了，但其尾声一直延

续到了2018年底。当时发生的商誉爆

雷事件也并不少。 ”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市场行情

则从成长股切换到消费领域，新一轮

消费升级行情由此启动。 当时，李晓

星观察到，包括白酒家电在内的消费

品销量开始往上走。 “与老一辈人相

比，当下的年轻消费群体对未来收入

有着明确预期。 当他们处于收入上升

期时，自然更愿意把一部分收入转化

为提高当下生活品质的支出，不愿意

委屈自己。 ” 李晓星以白酒为例说到，

虽然白酒整体销量有所下行，但高端

白酒的消费量则在往上走，“喝少酒，

喝好酒” 是消费升级的趋势所在，无

论是白酒还是家电等，这个趋势在各

个消费领域基本都存在。

基于此，李晓星认为，消费升级

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景气度趋势，

“只要我们的经济发展处于正轨中，

消费升级还是可以维持的，所以我称

之为消费的盛夏。 ” 李晓星说到，他个

人看好消费频次高的非耐用品消费

（食品饮料、娱乐、旅行等），因为这

类消费品的盈利会相对较为稳定。

“在这个景气度向好的行业中， 会选

出最具有性价比的股票，只要估值不

是特别贵，都可以持有。 ”

另外，李晓星还谈到，在过往20

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财富增长主

要是靠房地产拉动。 但在经济增速换

挡与转型升级后，未来的发展模式则

要逐渐转变为科技创新模式。 “从政

府高层提出的‘科技强国’ 和设立科

创板等诸多举措来看，一轮10年到20

年的科技创新周期才刚刚开始。 ” 但

李晓星也指出，短期来看，科技行业

或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如基

础学科教育质量的改善等问题。 “初

春万物复苏，但倒春寒有可能会比冬

天更冷。 科技的‘初春’ 有可能要经

历一些阵痛，做投资布局的话，失败

率也不会低。 但在趋势判断正确的情

况下， 可以通过承担短期的失败率，

来换取更高额度的持续收益率。 ”

李晓星： 剑桥大学

硕士，2006年至2010年

期间任职于ABB有限公

司， 历任运营发展部运

营顾问， 集团审计部高

级审计师等职务；2011

年3月加盟银华基金，历

任行业研究员、 基金经

理助理等职务， 现任银

华中小盘、 银华盛世精

选等基金的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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