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基金邱璟旻：

做一名勤奋的选股“手艺人”

□本报记者 万宇

1982年，彼得·林奇在回答“成功的秘

密” 问题时说：“我每年要访问200家以上的公

司和阅读700份年度报告。 ” 这些数字在林奇后

来的投资生涯里大幅增长。 扎实做好投资的功

课， 是他成为世界级成长股投资大师的秘籍之

一。

跟随林奇的指引， 广发新经济混合基金经

理邱璟旻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勤奋的选股“手艺

人” 。 他善于选择“坡长雪厚” 的赛道，投资长

期持续成长的企业。 相对于“大白马” ，发掘处

于加速成长期的“小可爱” ，成为他别具特色的

技能之一， 也为他管理的基金组合贡献了良好

的超额收益。

银河证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

31日， 邱璟旻管理的广发新经济A全年回报率

为104.14%， 在486只偏股型基金 （股票仓位

60%-95%） 中排名第6位；2019年和2020年累

计回报率187.45%，在409只同类基金中排名前

15%。

青睐可预见的持续成长企业

对于2020年取得的投资成绩， 邱璟旻谦虚

地表示存在偶然性。 因为无论从投资理念还是

投资方法来看， 邱璟旻都不是追求爆发性收益

的人，短期业绩领先，并不在他的预期之内。 在

骨子里，他热爱优秀成长股，希望成为一名慢工

出细活的选股“手艺人” 。

“我的投资理念是寻找具备优势且业绩持

续增长的、确定性强的公司，通过买入并持有的

方式分享公司由业绩驱动带来的市值增长的果

实。 ” 邱璟旻说，他在步入证券行业时曾反复阅

读过诸多海外投资大师的书籍， 其中比较欣赏

彼得·林奇的工作方法和勤奋度， 一年访问200

家以上公司的做法让他印象深刻。

资料显示，彼得·林奇在担任富达麦哲伦基

金经理人的13年内， 实现了平均复利达到29%

的辉煌成绩。林奇强调，公司盈利迟早会决定证

券投资的成败与否，关注今天、明天或者未来一

周的股价表现如何，只会分散投资者的注意力。

受此影响， 邱璟旻也专注于寻找长期可持续增

长的优质企业。

“我希望所投资的企业未来三五年内复合

增长率能达到20%。 ” 邱璟旻介绍，股价等于

EPS*PE（每股收益*市盈率），作为基金经理，

他能把握的是EPS， 选择EPS持续增长的公司。

假设估值维持不变，可以挣到业绩增长的钱；如

果估值增长，就可以获得估值和业绩的“戴维

斯双击” ；如果估值下降，业绩增长还能起到一

定程度的对冲作用。

在具体选股上， 邱璟旻将关注点放在基本

面变化趋势上， 通过大量的产业研究和企业调

研，依据专业知识和可追溯的客观数据，去判断

行业和公司的成长空间， 找出可预见的持续成

长的优秀企业。

林奇曾说，通过购买股票投资一家公司，和

直接购买当地的一家自助洗衣店没有什么不

同， 都是基于收益和资产进行分析以确定买入

的价格是否合理。邱璟旻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上

升到产业角度来研究。他认为，价值投资的本质

是买企业的所有权，研究产业，要有大局观，而

不是依赖纸上的数据做模型研究员。

因而，在研究公司时，邱璟旻会站在产业研

究的视角， 从上市公司的股东或企业家的角度

去思考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及企业长期发展的

空间。他常在研究中问自己，如果这个生意他来

做，他会怎么做？ 侧重研发新产品，还是发力渠

道推广？ 当期投入和即期回报如何选择？

每位基金经理的价值观、 投资方法论均带

着其成长的烙印。开始做投资的前两年，邱璟旻

曾经历过周期股的起起落落， 并让他坚信了投

资成长股的理念。

“几年前，我曾做过一次煤炭板块的投资。

当时由于政策限制，供给减少，煤炭价格一改跌

势持续上涨， 相关股票在我买入后一度大涨

50%以上。但后来政策转向，煤炭股半年的涨幅

在半个月内就回吐了。 ” 邱璟旻介绍，这次经历

让他意识到，虽然自己做了充分的研究，把握住

了煤炭行业的基本面拐点， 但对于强周期性板

块而言，在看不清长期经营趋势的前提下，股价

的长期走势很难预判， 无法做到资本的保值增

值。

从好赛道精选个股

最近几年，基金行业流行的一句话是“投

资是认知能力的变现” 。 基金经理的学科背景、

从业经历都会影响到其后续的投资能力圈、投

资风格。

据了解，邱璟旻就读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

专业是8年制本硕博连读的临床医学。 其中，本

科阶段他在北大生物系进行基础学科培训，之

后转入北大化学系， 本科毕业后他被保送进入

中科院研究生院，在一年的基础知识学习之后，

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从事客座研究两年。因此，他

具备医学、生物、化学、环境的专业学术背景，理

科知识相对扎实。

2009年入行后，他研究过化工、地产、医药

行业，涉猎较广。 从广发新经济的持仓来看，医

药、消费、科技均是邱璟旻近几年重点持有的行

业，也是他常发掘优秀股票的能力圈。

A股上市公司超4000家， 如何选到理想的

成长公司？ 邱璟旻的打法不是行业常用的“自

下而上” 精选个股，而是倾向于先自上而下优

选赛道，再自下而上精选个股，即“好生意+好

公司” 模式。

邱璟旻说：“只有肥沃的土壤才能结出丰

硕的果实。在肥沃土地上开垦，强过在贫瘠土地

上垦凿。选择一个可持续增长的行业，即使没挑

到其中最好的公司，长期看也有不错的收益。 ”

如何找出值得开垦的好赛道？ 邱璟旻的做

法是将大行业解构为细分行业， 尽可能覆盖其

中具备可追溯经营数据的行业。 A股有28个申

万一级行业，邱璟旻把它解构成100多个细分的

二三级行业， 其中一半以上的行业在他看来属

于可持续成长行业。

过去五年，邱璟旻持续跟踪、深度研究这些

细分行业及龙头公司， 目前已覆盖了70多个细

分行业，然后再从这些行业选择公司，找合适机

会买入。为此，邱璟旻也被称为“赛道型选手” 。

起来繁复艰巨的工作，邱璟旻却乐在其中。

他认为，如果将投资比喻成盲人摸象，他必须摸

到更多的地方，才能更真实地去还原这头大象。

行业不同，观测的指标也不一样。 比如，如果按

照高ROE来选股，在计算机行业两三百家公司

中，符合标准的一只手就可以数完；以食品饮料

的标准套计算机行业， 基本上选不出标的。 因

此，他认为，必须要有宽广的视野，才能在不同

行业之间进行比较，有了比较，才能更清楚地认

知哪些资产的盈利能力更强，更值得长期深耕。

在圈内人士看来， 邱璟旻这种打法属于厚

积薄发型。虽然前期工作量大，但这些研究工作

有复用性、可复制，越往后越熟练，越有利于形

成大局观。

发掘快速成长的“小可爱”

在选出“坡长雪厚” 的好赛道后，邱璟旻会

重点发掘两类成长股。

第一类是稳定成长股，即白马股。这类公司

行业有增长空间， 在可预期的时间内收入和利

润同步稳定增长。

第二类则是快速成长股。 这类公司收入稳

定增长， 利润增速更快， 处于盈利能力提升阶

段，即超级强势股，股价爆发性强，往往在2至3

年的时间内涨幅达到5至10倍。其利润加速增长

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层优化，进行提质增

效的改革；收入结构升级，带来盈利能力提升；

外部原因（比如产业政策、突发事件等）有利于

其竞争格局的优化等。进入稳定增长期后，这类

股票就成为白马股。

从广发新经济的定期报告来看， 邱璟旻任

职期间基金持仓的股票通常在40只以下。 2020

年二季度末，由于基金规模增长，持仓股票增至

58只， 但持股占比在1%以上的股票为28只，持

股相对集中。

其中， 第二类成长股在定期报告中的出现

率更高。 由于这类股票不像白马股那样已经相

对成熟， 邱璟旻的同事们形象地将它们称为

“小可爱” 。 “小” 是相对“大白马” 的“大” 而

言，“可爱” 则来自于良好的成长性和较高的收

益率。

从广发新经济最近几年的季报来看， 邱璟

旻的“代表作” 是华测检测、金域医学、博腾股

份、深信服等，这些公司在过去几年净利润增长

处于加速期。 其中， 华测检测从2018年三季度

末到2020年三季度末一直是广发新经济的十大

重仓股； 金域医学在2018年一季度时首次被重

仓，自2019年二季度末以来一直在重仓之列；博

腾股份也被重仓持有5个季度以上。

善于把握这样的“小可爱” ，除了得益于勤

奋，在同事眼里，还有赖于邱璟旻善于从细节处

抓投资机会。 一位经常与邱璟旻交流研究心得

的基金经理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发

掘金域医学，他从毛利率构成、费用率构成的变

化中寻找到了投资机会。他善于抓拐点型公司，

有一种见微知著的能力” 。

2021年1月18日至1月22日，拟由邱璟旻担

任基金经理的新产品———广发成长精选将在建

设银行、广发基金直销等渠道发行。该产品为混

合型基金， 将通过对上市公司及行业所处的基

本面进行深入分析和把握， 精选具有成长优势

的个股，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邱璟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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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赛道精选个股

最近几年， 基金行业流行的一句话

是“投资是认知能力的变现” 。基金经理

的学科背景、 从业经历都会影响到其后

续的投资能力圈、投资风格。

据了解， 邱璟旻就读于北京协和医

科大学， 专业是8年制本硕博连读的临

床医学。其中，本科阶段他在北大生物系

进行基础学科培训， 之后转入北大化学

系， 本科毕业后他被保送进入中科院研

究生院，在一年的基础知识学习之后，到

清华大学化学系从事客座研究两年。 因

此，他具备医学、生物、化学、环境的专业

学术背景，理科知识相对扎实。

2009年入行后， 他研究过化工、地

产、医药行业，涉猎较广。 从广发新经济

的持仓来看，医药、消费、科技均是邱璟

旻近几年重点持有的行业， 也是他常发

掘优秀股票的能力圈。

A股上市公司超4000家， 如何选到

理想的成长公司？ 邱璟旻的打法不是行

业常用的“自下而上” 精选个股，而是倾

向于先自上而下优选赛道， 再自下而上

精选个股，即“好生意+好公司” 模式。

邱璟旻说：“只有肥沃的土壤才能

结出丰硕的果实。在肥沃土地上开垦，强

过在贫瘠土地上垦凿。 选择一个可持续

增长的行业， 即使没挑到其中最好的公

司，长期看也有不错的收益。 ”

如何找出值得开垦的好赛道？ 邱璟

旻的做法是将大行业解构为细分行业，

尽可能覆盖其中具备可追溯经营数据的

行业。A股有28个申万一级行业，邱璟旻

把它解构成100多个细分的二三级行

业， 其中一半以上的行业在他看来属于

可持续成长行业。

过去五年，邱璟旻持续跟踪、深度研

究这些细分行业及龙头公司， 目前已覆

盖了70多个细分行业，然后再从这些行

业选择公司，找合适机会买入。 为此，邱

璟旻也被称为“赛道型选手” 。

起来繁复艰巨的工作， 邱璟旻却乐

在其中。他认为，如果将投资比喻成盲人

摸象，他必须摸到更多的地方，才能更真

实地去还原这头大象。行业不同，观测的

指标也不一样。 比如，如果按照高ROE

来选股，在计算机行业两三百家公司中，

符合标准的一只手就可以数完； 以食品

饮料的标准套计算机行业， 基本上选不

出标的。 因此，他认为，必须要有宽广的

视野，才能在不同行业之间进行比较，有

了比较， 才能更清楚地认知哪些资产的

盈利能力更强，更值得长期深耕。

在圈内人士看来， 邱璟旻这种打法

属于厚积薄发型。虽然前期工作量大，但

这些研究工作有复用性、可复制，越往后

越熟练，越有利于形成大局观。

1982年，彼得·林奇

在回答“成功的秘密” 问

题时说：“我每年要访问

200家以上的公司和阅

读700份年度报告。 ” 这

些数字在林奇后来的投

资生涯里大幅增长。扎实

做好投资的功课，是他成

为世界级成长股投资大

师的秘籍之一。

跟随林奇的指引，广

发新经济混合基金经理

邱璟旻的目标是成为一

名勤奋的选股 “手艺

人” 。 他善于选择“坡长

雪厚” 的赛道，投资长期

持续成长的企业。相对于

“大白马” ， 发掘处于加

速成长期的 “小可爱” ，

成为他别具特色的技能

之一，也为他管理的基金

组合贡献了良好的超额

收益。

银河证券统计数据

显示， 截至2020年12月

31日， 邱璟旻管理的广

发新经济A全年回报率

为104.14%，在486只偏

股型基金 （股票仓位

60%-95%）中排名第6

位；2019年和2020年累

计回报率 187.45% ，在

409只同类基金中排名

前15%。

青睐可预见的持续成长企业

对于2020年取得的投资成绩，邱璟旻谦虚地表示存在偶然性。 因

为无论从投资理念还是投资方法来看，邱璟旻都不是追求爆发性收益

的人，短期业绩领先，并不在他的预期之内。 在骨子里，他热爱优秀成

长股，希望成为一名慢工出细活的选股“手艺人” 。

“我的投资理念是寻找具备优势且业绩持续增长的、确定性强的

公司，通过买入并持有的方式分享公司由业绩驱动带来的市值增长的

果实。 ” 邱璟旻说，他在步入证券行业时曾反复阅读过诸多海外投资

大师的书籍，其中比较欣赏彼得·林奇的工作方法和勤奋度，一年访问

200家以上公司的做法让他印象深刻。

资料显示， 彼得·林奇在担任富达麦哲伦基金经理人的13年内，

实现了平均复利达到29%的辉煌成绩。 林奇强调，公司盈利迟早会决

定证券投资的成败与否，关注今天、明天或者未来一周的股价表现如

何，只会分散投资者的注意力。受此影响，邱璟旻也专注于寻找长期可

持续增长的优质企业。

“我希望所投资的企业未来三五年内复合增长率能达到20%。 ”

邱璟旻介绍，股价等于EPS*PE（每股收益*市盈率），作为基金经理，

他能把握的是EPS，选择EPS持续增长的公司。 假设估值维持不变，可

以挣到业绩增长的钱；如果估值增长，就可以获得估值和业绩的“戴

维斯双击” ；如果估值下降，业绩增长还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对冲作用。

在具体选股上，邱璟旻将关注点放在基本面变化趋势上，通过大

量的产业研究和企业调研，依据专业知识和可追溯的客观数据，去判

断行业和公司的成长空间，找出可预见的持续成长的优秀企业。

林奇曾说，通过购买股票投资一家公司，和直接购买当地的一家

自助洗衣店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基于收益和资产进行分析以确定买入

的价格是否合理。 邱璟旻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上升到产业角度来研

究。 他认为，价值投资的本质是买企业的所有权，研究产业，要有大局

观，而不是依赖纸上的数据做模型研究员。

因而，在研究公司时，邱璟旻会站在产业研究的视角，从上市公

司的股东或企业家的角度去思考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及企业长期

发展的空间。 他常在研究中问自己，如果这个生意他来做，他会怎么

做？侧重研发新产品，还是发力渠道推广？当期投入和即期回报如何

选择？

每位基金经理的价值观、投资方法论均带着其成长的烙印。 开始

做投资的前两年，邱璟旻曾经历过周期股的起起落落，并让他坚信了

投资成长股的理念。

“几年前，我曾做过一次煤炭板块的投资。 当时由于政策限制，供

给减少，煤炭价格一改跌势持续上涨，相关股票在我买入后一度大涨

50%以上。 但后来政策转向， 煤炭股半年的涨幅在半个月内就回吐

了。 ” 邱璟旻介绍，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虽然自己做了充分的研究，

把握住了煤炭行业的基本面拐点，但对于强周期性板块而言，在看不

清长期经营趋势的前提下，股价的长期走势很难预判，无法做到资本

的保值增值。

发掘快速成长的“小可爱”

在选出“坡长雪厚” 的好赛道后，邱

璟旻会重点发掘两类成长股。

第一类是稳定成长股，即白马股。这

类公司行业有增长空间， 在可预期的时

间内收入和利润同步稳定增长。

第二类则是快速成长股。这类公司

收入稳定增长，利润增速更快，处于盈

利能力提升阶段，即超级强势股，股价

爆发性强，往往在2至3年的时间内涨幅

达到5至10倍。 其利润加速增长的原因

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层优化，进行提质

增效的改革；收入结构升级，带来盈利

能力提升；外部原因（比如产业政策、

突发事件等） 有利于其竞争格局的优

化等。 进入稳定增长期后，这类股票就

成为白马股。

从广发新经济的定期报告来看，邱

璟旻任职期间基金持仓的股票通常在

40只以下。 2020年二季度末，由于基金

规模增长，持仓股票增至58只，但持股

占比在1%以上的股票为28只，持股相对

集中。

其中， 第二类成长股在定期报告中

的出现率更高。 由于这类股票不像白马

股那样已经相对成熟， 邱璟旻的同事们

形象地将它们称为“小可爱” 。 “小” 是

相对“大白马” 的“大” 而言，“可爱” 则

来自于良好的成长性和较高的收益率。

从广发新经济最近几年的季报来

看，邱璟旻的“代表作” 是华测检测、金

域医学、博腾股份、深信服等，这些公司

在过去几年净利润增长处于加速期。 其

中，华测检测从2018年三季度末到2020

年三季度末一直是广发新经济的十大重

仓股；金域医学在2018年一季度时首次

被重仓，自2019年二季度末以来一直在

重仓之列； 博腾股份也被重仓持有5个

季度以上。

善于把握这样的“小可爱” ，除了得

益于勤奋，在同事眼里，还有赖于邱璟旻

善于从细节处抓投资机会。 一位经常与

邱璟旻交流研究心得的基金经理说：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发掘金域医

学，他从毛利率构成、费用率构成的变化

中寻找到了投资机会。 他善于抓拐点型

公司，有一种见微知著的能力” 。

2021年1月18日至1月22日， 拟由

邱璟旻担任基金经理的新产品———广

发成长精选将在建设银行、广发基金直

销等渠道发行。 该产品为混合型基金，

将通过对上市公司及行业所处的基本

面进行深入分析和把握，精选具有成长

优势的个股，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

稳健增值。

广发基金邱璟旻：

做一名勤奋的选股“手艺人”

□本报记者 万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