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指出，要聚焦补齐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短板，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功

能完备、 支撑有力的基础设施体

系，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

产业，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加快构

建开放新格局，积极发展高附加值

特色农业，统筹旅游资源保护和开

发，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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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基金：砥砺五载 重返巅峰

追求高质量发展

时间回到2015年7月，董事长张光华、总经

理江向阳等新一任领导班子初掌博时基金。 当

时博时正在低谷砥砺， 规模排名一度从行业

前三滑落至十余名开外，一时间暂别鼎盛。

然而，仅仅五年过去，博时重新站稳了脚

跟，稳居行业顶级序列。 截至2019年二季度

末，博时基金旗下管理185只公募基金，资产

管理总规模逾9345亿元，其中核心公募管理

规模逾2699亿元，行业排名前三，累计分红

超980亿元。

从业绩来看，截至2019年6月末，博时基

金旗下产品（不含当年成立新基金和清盘产

品）上半年全部实现正收益。 61只基金排名

同类前1/4，35只基金排名同类前十，11只权

益类基金年内回报超30%，5只基金问鼎同类

冠军。长期来看，成立以来业绩实现翻倍的基

金共有12只。

市场瞬息万变，竞争者你追我赶。这五年

间，博时基金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首先我们始终明确， 追求高质量发展

之路。 ” 江向阳如此阐述。

2015年前后，随着政策助力，公募基金

行业发展迎来重大机遇，但其中亦不乏挑战。

行业中，“冲规模、拼排名” 一度普遍存在。在

江向阳看来，单纯追求规模的发展方式，显然

并非长久之计，不仅耗费社会资源，于持有人

于股东皆无大益。

在江向阳的理解中， 基金公司作为微观

经济个体， 一定要坚决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这与宏观政策紧密匹配，也与经济发展实

际节奏切实吻合。

同时，江向阳强调，在金融行业里，风险

收益往往呈现对称关系。 作为金融企业更要

注重防范风险， 尤其是在国家去杠杆等经济

政策的指导下， 作为金融企业更要守好防风

险底线。

“效益规模均衡发展，发展质量优先。 ”

江向阳谈到， 这是近五年来博时发展的重要

指导思想。 博时选择的这条追求高质量发展

之路，不仅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也符合博

时基金董事会的要求， 更有利于核心竞争力

的提高，裨益广大持有人。

推动“投研四互”

江向阳认为，所谓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

而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为客户创造

长期可持续的复利投资回报？第二，如何为客

户提供长期稳定的优质服务？ 这两个问题的

核心在于投资、产品以及服务质量的提高。作

为资产管理机构， 最重要的竞争力在于投资

研究水平，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聚焦于此。

成立21年来，博时基金始终坚持“价值

投资、责任投资、长期投资” 。 作为具有优异

业绩的头部公司， 如何使得投研体系更加有

效地运转， 更贴合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实际需

求，是江向阳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实际上，行业内关于投研一体化探索讨

论由来已久，（下转A04版）

� 2018年， 与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同龄

的博时基金， 在深圳庆祝了自己的20岁

生日。 历史并非仅限于此，溯源至博时基

金核心股东之一的招商局集团，更是脱胎

于1872年发轫的轮船招商局。 这家企业

始终与民族、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在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经济光谱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回到资产管理领域，博时基金始终是

公募领域的泰山北斗。在与行业风雨同舟

的21年里， 博时基金这艘巨舰始终引领

行业逐浪前行。客户为先，稳健做锚，博时

船头飘扬着的是一以贯之的 “投资价值

发现者”大旗。

伟大的航路， 往往不会一帆风顺，作

为“老五家”之一的博时基金也经历过转

型阵痛。 在公司董事长张光华、总经理江

向阳等领导班子成员带领下，不到五年时

间，博时基金重返巅峰，走出了一条属于

博时人自己的追求高质量发展之路。

□

本报记者 张焕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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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要贯彻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

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团结一心，全面做好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

定各项工作，深化脱贫攻坚，加快高质量发展，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谱写

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 不断开创富民兴陇

新局面的时代篇章。

初秋的河西走廊，金风送爽，瓜果飘香，祁

连雪山和沙漠绿洲相映成辉。 8月19日至22日，

习近平在甘肃省委书记林铎、 省长唐仁健陪同

下，先后来到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兰州等

地，深入文物保护单位、农村、学校、草场林场、

革命纪念馆、防洪工程、文化企业等，就经济社

会发展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情况

进行考察调研。

19日上午， 习近平从北京乘机抵达酒泉市

所辖敦煌市， 即前往莫高窟考察了解莫高窟历

史沿革和文物保护研究情况， 并走进洞窟察看

历史悠久的彩塑、壁画。 他强调，要十分珍惜祖

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 坚持保护优

先的理念，加强石窟建筑、彩绘、壁画的保护，运

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 将这一世界文

化遗产代代相传。

正在参观的游客看到总书记来了， 激动地

围拢上来， 高声欢呼 “总书记好！ ”“习主席

好！ ”习近平向大家亲切招手致意，并不时走上

前同大家握手问好， 叮嘱大家在游览时注意爱

护文物。

习近平接着来到敦煌研究院， 察看珍藏文

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

优秀历史文化情况介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

文化单位代表座谈。 在认真听取敦煌研究院名

誉院长樊锦诗、甘肃省文联原副主席苏孝林、兰

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郑炳林发言后， 习近

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

作表示肯定， 强调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

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 我们要铸就中华文

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

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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