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破口瞄准新业务

目前， 基金行业整体陷入

“寒冬”，对于民生加银而言，在

传统的公募基金业务上难以发

力， 他们将突破口瞄准了专户

业务和投资顾问的创新。 于善

辉指出， 民生加银在专户产品

上更容易实现突围， 这也是公

司的战略定位。“主要原因是我

们具有客户基础。另一方面，专

户更具有创新空间。同时，同业

竞争中专户还是一片蓝海，可

以通过满足客户需求而获得竞

争力。 ”

于善辉介绍， 在专户业务

方面，除了传统的一对多，民生

加银将注重一对一模式的拓

展。 这一思路与公司大股东民

生银行的战略转型相吻合，因

此获得了股东方的支持； 在投

资顾问业务方面， 目前基金公

司的投顾大多面向个人， 民生

加银将会加大金融整合项目投

顾业务的拓展。

在公募基金产品创新和布

局上，于善辉表示，民生加银将

主要着眼于客户细分，选择适当

的时机为客户提供适合的产品。

近期推出的民生加银中证内地

资源指数基金，其发行时机经过

公司慎重考虑。由于美联储宣布

到

2014

年一直维持低利率，这意

味着流动性改善和需求的复苏。

今年以来有色、石油、煤炭等大

宗商品涨势较好，该产品有望为

投资者带来分享资源品上涨的

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内地资源

指数是强周期性的产品，弹性非

常高。牛市里一定比很多指数都

跑得好，但熊市里面临的压力也

一定比较大，因此投资顾问就非

常重要。

于善辉透露，接下来公司将

发行一只信用双利产品。首先，

2

月

CPI

同比增幅为

3.2%

， 低于一

年期定期存款收益率，这就为货

币工具提供了可操作空间，有利

于债券上涨；其次，目前信用风

险降低，信用利差缩小，信用债

价格将上升，近

2

到

5

年信用债将

具有投资机会；此外，该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以往管理的基金业

绩表现较好，排名居同类产品前

10%

，信用债投资能力具有较大

的确定性。

于善辉：从基金“旁观者”到实干家

本报记者曹淑彦

2012年2月2日，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发出这样一条微博：“于善辉，中国基金业评价与研究教父级人物，是我

相当景仰的兄弟。现在老于去了民生加银基金公司，让我相当的‘寂寞’啊，我们一起参与评选了6年的中国基金业金牛奖啊。”

一石激起千层浪。于善辉在天相投顾工作11年后转而投向民生加银，担任总经理助理、金融工程与产品部总监、研究部负责人，引

起外界诸多猜测。有人猜测是因为薪水更高，有人猜测是平台更好。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于善辉道出了他的真实意

图———为了一个舞台，一个能让他践行理想的舞台。

于善辉做基金评价十几年，将他定位于“基金专家”，没有人会质疑。但他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直怀揣着对基金行业发展的憧

憬，此番为了实现理想义无反顾地投身民生加银，希望借一方新的平台有一番更大的作为，完成从基金“旁观者”到实干家的转型。

一诺十年蒙古汉

作为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汉子，于善辉说话直率，脾气有点“倔”。他的“倔”实际上是执着———待人执着，对事业执着。为了当初的承

诺，于善辉在天相投顾一干十几年。在思考人生转型时，他不为金钱，不为荣誉，只为理念。

“我为什么会在诱惑不断的情况下在天相做了11年？因为我跟老板承诺了‘两个五年’。第一个五年，不用担心我会走，待遇怎样都

没关系，我把事儿都干好，尽心尽力地干好。我这个人比较执着，为了承诺而活着，所以五年之内没考虑任何外界的机会；第二个五年

时，正是天相上台阶的时候，如果我离开，影响会比较大，我就又约定了五年。”于善辉说。

十年的承诺兑现时，天相投顾的各项业务运转已经成熟稳定，于善辉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事业方向，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去闯

一闯。天相投顾董事长林义相对他讲了两点：“第一，于善辉你适合闯；第二，你离开天相我很能理解，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当时，很多卖方、基金公司等机构向于善辉抛出橄榄枝。尽管卖方开出的条件非常有吸引力，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基金行业。于善辉表

示，美国居民个人资产的40%到60%都是基金，而我国大部分人的基金占资产比例连10%都不到。近期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完善

和稳定资本市场基础，例如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等，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基金业面临着进一步完善以及重新建立

信任的过程，尽管它现在处于困境，但这个行业还有着很大前途，这是我不想离开的原因。”他说。

不离开这个行业，就得选一家基金公司。于善辉将很多因素纳入他的“职业模型体系”。“我们做评价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理念和

想法。当初选择时，我最看重的因子就是团队，也就是我跟谁共事或者共事的人可以给我多大的空间。我把自己的后半生的前途都

‘赌’在这儿了，所以一定要选一个能实现自我价值、能够做大做强的公司。”

业内很多朋友建议他去大基金公司，“如果选择大的基金公司，确实会生活得比较舒服，但是我可能只能做一个螺丝钉，给公司带

来的增量有限；而加入一家具有成长性的公司，我可以更多地参与其中，甚至可以参照国际上的大基金公司模式去为基金公司发展提

出建议，能够产生更多的附加值。”于善辉表示，在选择新东家时，基金公司与股东的关系、公司氛围等都是他看重的因素。在60多家基

金公司中，于善辉最终选择了民生加银，他说：“民生加银更具成长性。成长性可能很多人都不在乎，但我就是为了这个理念。”

然而有业内朋友提醒他，把小公司做大做强后，业绩是属于股东的，个人难以分享到公司成长带来的利益。民生加银董事长万青

元打消了他的顾虑，“这个行业如果放开，允许做股权激励，民生加银肯定是第一家。”

全新舞台施展才华

做了十几年的基金“旁观者”，于善辉对基金行业的现状和未来有着自己的判断。“基金行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基金公

司要自救。”关于如何突围、如何自救，于善辉一口气列出了五点。“第一，重新树立专业的形象，该挣钱的时候就要为投资者挣钱，只跑

赢比较基准不行；第二，要增强与银行客户的沟通，多交流，用数据说话；第三，在公司的自身定位上，要以投资者利益为首要地位，合

规文化要坚持。股东在关注利润的同时应重视基金公司的长远发展，思考公司定位、产品定位，形成良性循环；第四，建议基金公司主

动与媒体、投资者交流，做的不好的要承认，做的好的也要让人正确理解，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生态环境；第五，基金行业应重视第三

方投顾，基金评价机构也应当多发出声音，共同把行业的生态建立起来，中介机构还应帮助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

“来民生加银前，我跟万总、俞总谈了很多次。我问他们公司的方向是什么，当时万总就提出了一个理念，那就是做多元化的资产

管理公司。‘多元化’的理念非常具有吸引力，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民生加银要成为做多元化的资产管理公司，不仅做公募业务，还要

发展专户、投顾等；另一方面是要在自己的业务范围里，把投资范围的东西做透，尽量利用各种金融工具，通过有效的投资方法、理念

和哲学，最后为投资人带来价值。”于善辉说。

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实干家。进入全新的舞台，于善辉计划重点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方面是完善公司的产品线，结合民生

加银的公司、客户、股东特点和资源禀赋进行产品安排，其中符合客户需求是第一位的。产品后期维护也将是其今后的工作重点，“现

在基金业存在产品设计和维护脱节的问题，产品后期管理的思路、风格与产品定位之间的偏离还有待缩小。”于善辉认为，以产品带动

投研管理、客户服务和销售，将更容易实现产品突围。“产品设计和后期管理是一个系统，包括前期客户需求的收集、需求细化、论证、

提交产品给投资者、交由基金经理管理等等。基金经理的实际投资与产品最初的定位要契合，如果出现风格偏离，可能就需要纠偏，要

及时提示基金经理。”于善辉指出，投资者选择的是细分的产品而不是大而全的产品，将来客户的需求会越来越细分，那么只有实现管

理风格与产品契合，才能保证投资者选择的是合适的产品，这样才更容易构建产品线。

另一方面是将团队的架构、研究的逻辑和方法、制度、流程做得更合理和完善，形成各项业务的坚强后盾。于善辉将研究定位于持

续的、可复制的研究，他眼中有竞争力的研究依靠团队、制度、系统三方面。“首先，团队要有自身的培养机制，能够按照一条主线进行

研究，符合投资需求；第二是制度，只有制度才能确保可复制和延续；第三，系统可以令研究的过程留痕，保证其沿承。”

谈及是否会利用量化手段进行产品设计和考核，于善辉说：“量化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利用量化来辅助决策，也可以将量化的结

果纳入考核。但量化不是万能的，它也需要进行修正、需要定性的支持，只有不断地磨合、修正，才能构建完善的体系。”

突破口瞄准新业务

目前，基金行业整体陷入“寒冬”，对于民生加银而言，在传统的公募基金业务上难以发力，他们将突破口瞄准了专户业务和投资

顾问的创新。于善辉指出，民生加银在专户产品上更容易实现突围，这也是公司的战略定位。“主要原因是我们具有客户基础。另一方

面，专户更具有创新空间。同时，同业竞争中专户还是一片蓝海，可以通过满足客户需求而获得竞争力。”

于善辉介绍，在专户业务方面，除了传统的一对多，民生加银将注重一对一模式的拓展。这一思路与公司大股东民生银行的战略

转型相吻合，因此获得了股东方的支持；在投资顾问业务方面，目前基金公司的投顾大多面向个人，民生加银将会加大金融整合项目

投顾业务的拓展。

在公募基金产品创新和布局上，于善辉表示，民生加银将主要着眼于客户细分，选择适当的时机为客户提供适合的产品。近期推

出的民生加银中证内地资源指数基金，其发行时机经过公司慎重考虑。由于美联储宣布到2014年一直维持低利率，这意味着流动性改

善和需求的复苏。今年以来有色、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涨势较好，该产品有望为投资者带来分享资源品上涨的机会。需要注意的是，

内地资源指数是强周期性的产品，弹性非常高。牛市里一定比很多指数都跑得好，但熊市里面临的压力也一定比较大，因此投资顾问

就非常重要。

于善辉透露，接下来公司将发行一只信用双利产品。首先，2月CPI同比增幅为3.2%，低于一年期定期存款收益率，这就为货币工具

提供了可操作空间，有利于债券上涨；其次，目前信用风险降低，信用利差缩小，信用债价格将上升，近2到5年信用债将具有投资机会；

此外，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以往管理的基金业绩表现较好，排名居同类产品前10%，信用债投资能力具有较大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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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善辉，硕士，证券分析师，十余年证券从业经验。 现任民生加银基金

总经理助理，研究负责人，金融工程与产品设计总监。此前任天相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主管研究。曾担任宋庆龄基金会投资决策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审专家、上市公司年鉴编写组成员、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年报编写组成员、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专家组成员。 曾多次作为

嘉宾参加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的访谈节目。

于善辉 从基金观察者到实干家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2012

年

2

月

2

日，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发出这样一

条微博：“于善辉，中国基金业评价与研究教父级人物，是我相当景仰的兄

弟。 现在老于去了民生加银基金公司，让我相当的‘寂寞’啊，我们一起参与

评选了

6

年的中国基金业金牛奖啊。 ”

一石激起千层浪。 于善辉在天相投顾工作

11

年后转而投向民生加银，

担任总经理助理、金融工程与产品部总监、研究部负责人，引起外界诸多猜

测。有人猜测是因为薪水更高，有人猜测是平台更好。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于善辉道出了他的真实意图———为了一个舞台，一个能让他

践行理想的舞台。

于善辉做基金评价十几年，将他定位于“基金专家”，没有人会质疑。 但

他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直怀揣着对基金行业发展的憧憬，此番为了实

现理想义无反顾地投身民生加银， 希望借一方新的平台有一番更大的作

为，完成从基金观察者到实干家的转型。

一诺十年蒙古汉

作为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汉子，

于善辉说话直率，脾气有点“倔”。

他的“倔”实际上是执著———待人

执著，对事业执著。 为了当初的承

诺， 于善辉在天相投顾一干十几

年。 在思考人生转型时，他不为金

钱，不为荣誉，只为理念。

“我为什么会在诱惑不断的

情况下在天相做了

11

年？因为我跟

老板承诺了‘两个五年’。第一个五

年，不用担心我会走，待遇怎样都

没关系，我把事儿都干好，尽心尽

力地干好。 我这个人比较执著，为

了承诺而活着，所以五年之内没考

虑任何外界的机会； 第二个五年

时，正是天相上台阶的时候，如果

我离开，影响会比较大，我就又约

定了五年。 ”于善辉说。

十年的承诺兑现时，天相投

顾的各项业务运转已经成熟稳

定，于善辉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

事业方向，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

台去闯一闯。 天相投顾董事长林

义相对他讲了两点：“第一，于善

辉你适合闯；第二，你离开天相

我很能理解，我相信你会有一个

很好的前途。 ”

当时，很多卖方、基金公司

等机构向于善辉抛出橄榄枝。 尽

管卖方开出的条件非常有吸引

力，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基金行业。

于善辉表示，美国居民个人资产

的

40%

到

60%

都是基金，而我国大

部分人的基金占资产比例连

10%

都不到。 近期证监会出台了一系

列措施来完善和稳定资本市场基

础，例如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新股

发行制度改革等，这些都是积极

的信号。 “基金业面临着进一步

完善以及重新建立信任的过程，

尽管它现在处于困境，但这个行

业还有着很大前途，这是我不想

离开的原因。 ”他说。

不离开这个行业，就得选一

家基金公司。 于善辉将很多因素

纳入他的“职业模型体系”。 “我

们做评价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

理念和想法。 当初选择时，我最

看重的因子就是团队，也就是我

跟谁共事或者共事的人可以给

我多大的空间。 我把自己的后半

生的前途都‘赌’在这儿了，所以

一定要选一个能实现自我价值、

能够做大做强的公司。 ”

业内很多朋友建议他去大

基金公司，“如果选择大的基金

公司， 确实会生活得比较舒服，

但是我可能只能做一个螺丝钉，

给公司带来的增量有限；而加入

一家具有成长性的公司，我可以

更多地参与其中，甚至可以参照

国际上的大基金公司模式去为

基金公司发展提出建议，能够产

生更多的附加值。 ”于善辉表示，

在选择新东家时，基金公司与股

东的关系、公司氛围等都是他看

重的因素。 在

60

多家基金公司

中， 于善辉最终选择了民生加

银， 他说：“民生加银更具成长

性。 成长性可能很多人都不在

乎，但我就是为了这个理念。 ”

然而有业内朋友提醒他，把

小公司做大做强后， 业绩是属于

股东的， 个人难以分享到公司成

长带来的利益。 民生加银董事长

万青元打消了他的顾虑，“这个行

业如果放开，允许做股权激励，民

生加银肯定是第一家。 ”

全新舞台施展才华

做了十几年的基金观察

者，于善辉对基金行业的现状

和未来有着自己的判断。 “基

金行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所以基金公司要自救。 ”关

于如何突围、如何自救，于善

辉一口气列出了五点。 “第一，

重新树立专业的形象，该挣钱

的时候就要为投资者挣钱，只

跑赢比较基准不行； 第二，要

增强与银行客户的沟通，多交

流，用数据说话；第三，在公司

的自身定位上， 要以投资者利

益为首要地位， 合规文化要坚

持。 股东在关注利润的同时应

重视基金公司的长远发展，思

考公司定位、产品定位，形成良

性循环；第四，建议基金公司主

动与媒体、投资者交流，做得不

好的要承认， 做得好的也要让

人正确理解， 这样才能形成良

性的生态环境；第五，基金行业

应重视第三方投顾， 基金评价

机构也应当多发出声音， 共同

把行业的生态建立起来， 中介

机构还应帮助投资者树立正确

的投资理念。 ”

“来民生加银前，我跟万总、

俞总谈了很多次。我问他们公司

的方向是什么，当时万总就提出

了一个理念，那就是做多元化的

资产管理公司。‘多元化’的理念

非常具有吸引力，这包含两个层

次：一是民生加银要成为做多元

化的资产管理公司，不仅做公募

业务，还要发展专户、投顾等；另

一方面是要在自己的业务范围

里， 把投资范围的东西做透，尽

量利用各种金融工具，通过有效

的投资方法、理念和哲学，最后

为投资人带来价值。”于善辉说。

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

个实干家。 进入全新的舞台，于

善辉计划重点从两个方面发力：

一方面是完善公司的产品线，结

合民生加银的公司、客户、股东

特点和资源禀赋进行产品安排，

其中符合客户需求是第一位的。

产品后期维护也将是其今后的

工作重点，“现在基金业存在产

品设计和维护脱节的问题，产品

后期管理的思路、风格与产品定

位之间的偏离还有待缩小。 ”于

善辉认为， 以产品带动投研管

理、客户服务和销售，将更容易

实现产品突围。 “产品设计和后

期管理是一个系统，包括前期客

户需求的收集、 需求细化、论

证、提交产品给投资者、交由基

金经理管理等等。 基金经理的

实际投资与产品最初的定位要

契合，如果出现风格偏离，可能

就需要纠偏， 要及时提示基金

经理。 ”于善辉指出，投资者选

择的是细分的产品而不是大而

全的产品， 将来客户的需求会

越来越细分， 那么只有实现管

理风格与产品契合， 才能保证

投资者选择的是合适的产品，

这样才更容易构建产品线。

另一方面是将团队的架

构、研究的逻辑和方法、制度、

流程做得更合理和完善， 形成

各项业务的坚强后盾。 于善辉

将研究定位于持续的、 可复制

的研究， 他眼中有竞争力的研

究依靠团队、 制度、 系统三方

面。 “首先，团队要有自身的培

养机制， 能够按照一条主线进

行研究，符合投资需求；第二是

制度， 只有制度才能确保可复

制和延续；第三，系统可以令研

究的过程留痕，保证其沿承。 ”

谈及是否会利用量化手段

进行产品设计和考核， 于善辉

说：“量化是一种工具。 我们可

以利用量化来辅助决策， 也可

以将量化的结果纳入考核。 但

量化不是万能的， 它也需要进

行修正、需要定性的支持，只有

不断地磨合、修正，才能构建完

善的体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