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少华一根主干多点开花

本报记者李良

从哲学学士到法学硕士，再到经济学博士，任少华在学业上贯穿三大专业领域；从期货公司到证券公司，再到基金公司，

二十年间，任少华经历了资本市场的所有行业。二十年，学业及经历沉淀深厚底蕴，锻造了他锐利的眼光。正是这样的背景，

令他在担纲东吴基金公司总裁不过数月，便梳理出清晰的公司战略架构，重绘出东吴基金美好的前景图。

“响应监管层号召，顺应时代趋势，从单一的资产管理业务转向现代财富管理公司，这将是东吴基金未来发展的‘主干’。

而在此基础上，在继续保持传统投资特色的同时，倡导多元化的投资风格，让东吴基金的产品结构更加均衡，满足客户多元

化的投资需求，实现业务的多点‘开花’。”接受采访时，任少华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如此描绘着东吴基金的发展方向，带有几

许冀望，却传递出十分信心。

战略蓝图紧跟创新

任少华履职之时，恰逢中国基金业掀起一波新的创新潮。在与监管层以及金融业其他高管的沟通中，任少华敏锐地意识

到，虽然A股市场的低迷阻碍了基金公司传统业务的拓展，但在政策新导向的指引下，中国基金业也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而且这种机遇的演化，极有可能改变基金业的现有格局。对于身处中小基金公司梯队的东吴基金而言，无疑是一

次必须把握的机会。

中国证券报：您上任后，如何规划东吴基金未来的战略发展？

任少华：近期一系列新政策推出后，我们觉得管理层对基金业的监管思路正日趋开放，基金公司发展创新进入了新时

代。加快转型，从单一资产管理业务转向现代财富管理公司，是基金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东吴基金未来的发展战略，自然要

顺应这一时代趋势。

经过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分析，结合东吴基金自身特色，我们重新调整了公司发展战略：一是借助股东资源，打造地域特

色。东吴基金是根植于苏州的公司，需依靠地方实体经济的支持，也承载着地方金融发展的使命。苏州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

潜力巨大，实体经济强大的投融资需求，将成为东吴基金发展专项业务的沃土。东吴基金未来的创新发展，将专注于推动地

方经济发展，作有“根”的企业。现在监管新政对基金公司业务范围的放开，使得东吴基金可以发挥专业资产管理、研究定价

等业务的优势，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和理财管理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二是抢抓创新机遇，争夺业务蓝海。一方面，

进一步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经营理念，坚持信托精神，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另一方面，在坚定不移发展公募基金业务的

基础上，积极开拓特定资产管理业务，在坚持做好投资的同时，积极打造公司投融资平台，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更大层次投

资者的需求。

中国证券报：中国基金业公募业务领域强弱格局已经成型，东吴基金能否找到突破口，实现资产管理规模质和量的双重

突破？

任少华：基金行业已经历十几年的发展，但不同基金公司对行业性机会有不同的把握能力，导致业内基金公司实力存在

一定分化，但并未完全定势。未来基金行业仍存在一些系统性、行业性的整体机会，关键看各家基金公司能否在新一轮行业

发展中把握机会。

东吴基金目前管理的资产中90%以上是权益类产品，固定收益类的很少，这在绝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募资产的管理规模。

在目前市况下，权益类产品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如果行情延续震荡，过于偏重权益类产品就会在既有规模的保有和新增规

模的扩容方面陷入困境。而且在剧烈的市场变化面前，单一的投资风格增加了基金收益率的波动性，加大了基金持有者的投

资风险。此外，从创新的角度看，海外成熟市场上80%的产品创新出自固定收益领域。因此，我们将大力推进现有产品结构的

调整，重点发展固定收益类产品，加大固定收益类产品和人才的开发与储备。我们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公司的固定收益

类产品规模实现飞跃发展，使权益类和固定收益类产品平分秋色，两分天下。

中国证券报：基金公司成立子公司已是箭在弦上。在这方面，东吴基金将会如何筹谋？

任少华：《基金公司子公司暂行管理办法》出台后，各基金公司都在积极备战，东吴基金也不例外。资本要有生命力，必须

服务实体经济。

作为资产管理机构，基金不能再单纯扮演投资平台的角色，还要打通融资端，构建高效的投融资平台，切实服务于实体

经济。因此，设立特定资产管理业务子公司是未来的大趋势，这可能是基金行业在中国产生以来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为此，

公司从战略上高度重视，设立了筹备小组，致力把为实体经济服务放在首要位置。去年我在东吴证券筹备成立了另类投资子

公司，主要从事项目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等业务。当初设立这个公司的意图，就是希望通过另类投资的平台来连接资本

市场与实体经济。这段经历为我们未来建立基金公司专项业务子公司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未来子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提

供了借鉴。

投资风格力求多元

任少华到任伊始，便不得不直面基金业近年来的“痼疾”：基金公司投研团队的频繁流动。在原投资总监王炯和多位基金

经理离职后，任少华需要重构并夯实东吴基金投研团队的力量，并为东吴基金的投研发展道理指明新的方向。不过，在浸淫

资本市场二十年之久的任少华眼里，这并非一头“拦路虎”，相反，此举将为他打开一条通往投资风格多元化的新道路———而

这，正是他来到东吴基金之后，最想落实的战略构想。

中国证券报：东吴基金近期投研团队的人员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包括原投资总监王炯等多位基金经理离职，引起了投资

者的一定担忧。您上任后，将如何化解这种担忧？

任少华：东吴基金在投研方面是一个有特色的公司。近几年来，以投资总监王炯为首的投研队伍在实践中形成了重成

长、重消费的投资思路，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也引起了市场的关注。这是东吴基金的宝贵财富，我们还会在今后的投资中一如

既往地坚持这一特色。但是，在剧烈的市场变化面前，单一的投资风格增加了基金收益率的波动，加大了基金持有者的投资

风险。为此，我们将在继续保持传统的投资特色的基础上，倡导多元化的投资风格。

目前，总体来说，东吴基金人才充沛，人员结构稳定。我们希望基金经理在坚持特色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投资风格，因

为不同层次的投资者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最好的状态就是客户想配置哪个风格的基金时，能够想到东吴旗下对应的某只产

品。未来公司的整体战略会偏向固定收益业务，因此，目前更重视对固定收益类人才的引进。另外，在当前大力倡导改革创

新的背景下，公司也期待更多产品创新人才和业务创新人才的加盟。

中国证券报：东吴基金投研团队此前是以“成长股”为主要投资对象，并在市场中树立了一定的口碑。未来东吴基金的投

研团队的投资风格是否会发生变化？

任少华：过去8年，东吴基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投资风格，在权益类投资上树立了一定的口碑，对公司的品牌也有不少推

动作用。今后，我们在继续保持传统的投资特色的基础上，倡导多元化的投资风格。第一，我们希望东吴基金在将来能兼容

并蓄，打造多策略的投研平台，以适应多变的市场与满足不同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实现整体业绩的稳健提升；其次，在产品结

构上，注重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开发，使东吴基金旗下产品结构更为均衡。此外，东吴基金将从产品设计和考核机制等方面着

力推进，树立绝对收益理念，为投资者谋求稳定的、更多的回报。

企业宗旨植根文化

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企业文化是凝聚员工士气与忠诚、实现公司管理效率最大化的利器。作为东吴基金的新任总裁，

如何形成新的企业文化并使之贯穿于企业和员工行为之中，是任少华履新后的重要工作。不过，这对于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

任少华而言，显然不是难题———他已经结合东吴基金的战略规划，向全体员工倡导了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

中国证券报：您在证券市场从业多年，但管理基金公司却是首次。根据过去的管理经验，您认为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最适

合东吴基金？

任少华：证券公司业务范围较广。在证券公司，除了经纪业务，其他各项业务我都管过。而基金公司表面上业务看似单

一，但单一背后其实意味着对专业化的更高要求。

在管理上，我期望东吴基金的员工能遵循让股东满意、让客户满意、让员工满意，让监管部门放心的“三满意一放心”的

企业宗旨，形成“待人忠、办事诚、以德兴业”的价值取向，并遵守一个共同的东吴行动纲领，形成东吴基金独特的企业文化。

在企业内部管理上，务实开放，稳健创新。我们将从梳理制度流程、寻找风险点，到制定产品规划、定位发展战略等都形成开

放、理性的氛围，这对公司的业务规范、品牌信誉以及专业人才的稳定和可持续性培养，都将起到积极作用。企业文化是我们

长期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将作为我们长期遵循的价值理念。

中国证券报：“吴文化”是东吴基金多年来传承的一个企业文化，您是否继续在东吴基金推动这个文化的延续？

任少华：吴文化确实是东吴基金自成立起就深植企业内部，是东吴人一致推广的核心价值理念。在东吴基金，随处可见

吴文化的印记，比如我们logo的窗格设计、印章设计等都非常有江南文化的气息。我认为，吴文化更是一种稳健中寻求开放、

统一中推展多元、务实守信、不断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让江浙一带在古时就成为富甲之地，更带领着江浙一带在改革

开放的浪潮中成为弄潮儿。而家园文化又是吴文化中体现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比如我们时刻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与发展

规划，为员工办食堂、改善办公环境等，力争做让员工满意的公司。东吴基金将在以往的基础上，融合时代步伐，进一步推广

家园文化。

简介

任少华，博士。曾任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苏州中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1998年加入苏州证券（东吴

证券前生），历任投资部总经理、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副总经济师。2002年起历任东吴证券副总经济师、总裁助理、总经济师、

副总裁，兼任东吴期货董事长、东吴创投董事长总经理。现任东吴基金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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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少华 一根主干多点开花

□

本报记者 李良

从哲学学士到法学硕士，再到经济学博士，任少

华在学业上贯穿三大专业领域；从期货公司到证券

公司，再到基金公司，二十年间，任少华经历了资本

市场的所有行业。 二十年，学业及经历沉淀深厚底

蕴，锻造了他锐利的眼光。正是这样的背景，令他在

担纲东吴基金公司总裁不过数月，便梳理出清晰的

公司战略架构，重绘出东吴基金美好的前景图。

“响应监管层号召，顺应时代趋势，从单一的资

产管理业务转向现代财富管理公司，这将是东吴基

金未来发展的‘主干’。 而在此基础上，在继续保持

传统投资特色的同时， 倡导多元化的投资风格，让

东吴基金的产品结构更加均衡，满足客户多元化的

投资需求，实现业务的多点‘开花’。 ”接受采访时，

任少华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如此描绘着东吴基金的

发展方向，带有几许冀望，却传递出十分信心。

战略蓝图紧跟创新

任少华履职之时，恰逢中国

基金业掀起一波新的创新潮。 在

与监管层以及金融业其他高管

的沟通中， 任少华敏锐地意识

到， 虽然

A

股市场的低迷阻碍了

基金公司传统业务的拓展，但在

政策新导向的指引下，中国基金

业也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 而且这种机遇的演化，

极有可能改变基金业的现有格

局。 对于身处中小基金公司梯队

的东吴基金而言，无疑是一次必

须把握的机会。

中国证券报：您上任后，如何

规划东吴基金未来的战略发展？

任少华： 近期一系列新政策

推出后， 我们觉得管理层对基金

业的监管思路正日趋开放， 基金

公司发展创新进入了新时代。 加

快转型， 从单一资产管理业务转

向现代财富管理公司， 是基金业

未来的发展方向。 东吴基金未来

的发展战略， 自然要顺应这一时

代趋势。

经过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分

析，结合东吴基金自身特色，我们

重新调整了公司发展战略： 一是

借助股东资源，打造地域特色。东

吴基金是根植于苏州的公司，需

依靠地方实体经济的支持， 也承

载着地方金融发展的使命。 苏州

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实体经济强大的投融资需求，将

成为东吴基金发展专项业务的沃

土。东吴基金未来的创新发展，将

专注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作有

“根”的企业。 现在监管新政对基

金公司业务范围的放开， 使得东

吴基金可以发挥专业资产管理、

研究定价等业务的优势， 为企业

提供综合金融和理财管理服务，

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 二是抢

抓创新机遇，争夺业务蓝海。一方

面， 进一步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

公司经营理念，坚持信托精神，受

人之托，代人理财。 另一方面，在

坚定不移发展公募基金业务的基

础上， 积极开拓特定资产管理业

务，在坚持做好投资的同时，积极

打造公司投融资平台， 为实体经

济服务， 满足更大层次投资者的

需求。

中国证券报： 中国基金业公

募业务领域强弱格局已经成型，东

吴基金能否找到突破口，实现资产

管理规模质和量的双重突破？

任少华： 基金行业已经历十

几年的发展， 但不同基金公司对

行业性机会有不同的把握能力，

导致业内基金公司实力存在一定

分化，但并未完全定势。未来基金

行业仍存在一些系统性、 行业性

的整体机会， 关键看各家基金公

司能否在新一轮行业发展中把握

机会。

东吴基金目前管理的资产

中

90%

以上是权益类产品，固定

收益类的很少，这在绝大程度上

影响了公募资产的管理规模。在

目前市况下，权益类产品将面临

更严峻的挑战，如果行情延续震

荡，过于偏重权益类产品就会在

既有规模的保有和新增规模的

扩容方面陷入困境。而且在剧烈

的市场变化面前，单一的投资风

格增加了基金收益率的波动性，

加大了基金持有者的投资风险。

此外，从创新的角度看，海外成

熟市场上

80%

的产品创新出自

固定收益领域。 因此，我们将大

力推进现有产品结构的调整，

重点发展固定收益类产品，加

大固定收益类产品和人才的开

发与储备。 我们希望经过几年

的努力， 使公司的固定收益类

产品规模实现飞跃发展， 使权

益类和固定收益类产品平分秋

色，两分天下。

中国证券报： 基金公司成立

子公司已是箭在弦上。在这方面，

东吴基金将会如何筹谋？

任少华：《基金公司子公司暂

行管理办法》出台后，各基金公司

都在积极备战， 东吴基金也不例

外。资本要有生命力，必须服务实

体经济。

作为资产管理机构， 基金不

能再单纯扮演投资平台的角色，

还要打通融资端， 构建高效的投

融资平台，切实服务于实体经济。

因此， 设立特定资产管理业务子

公司是未来的大趋势， 这可能是

基金行业在中国产生以来发生的

最深刻的变化。为此，公司从战略

上高度重视，设立了筹备小组，致

力把为实体经济服务放在首要位

置。 去年我在东吴证券筹备成立

了另类投资子公司， 主要从事项

目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等业

务。当初设立这个公司的意图，就

是希望通过另类投资的平台来连

接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 这段经

历为我们未来建立基金公司专项

业务子公司提供了宝贵经验，也

为未来子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提

供了借鉴。

投资风格力求多元

任少华到任伊始， 便不得不直面

基金业近年来的“痼疾”：基金公司投

研团队的频繁流动。 在原投资总监王

炯和多位基金经理离职后， 任少华需

要重构并夯实东吴基金投研团队的力

量， 并为东吴基金的投研发展道理指

明新的方向。 不过，在浸淫资本市场二

十年之久的任少华眼里， 这并非一头

“拦路虎”，相反，此举将为他打开一条

通往投资风格多元化的新道路———而

这，正是他来到东吴基金之后，最想落

实的战略构想。

中国证券报：东吴基金近期投研团

队的人员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包括原投

资总监王炯等多位基金经理离职，引起

了投资者的一定担忧。 您上任后，将如

何化解这种担忧？

任少华： 东吴基金在投研方面是

一个有特色的公司。 近几年来， 以投

资总监王炯为首的投研队伍在实践中

形成了重成长、 重消费的投资思路，

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也引起了市场的

关注。 这是东吴基金的宝贵财富，我

们还会在今后的投资中一如既往地坚

持这一特色。 但是， 在剧烈的市场变

化面前， 单一的投资风格增加了基金

收益率的波动， 加大了基金持有者的

投资风险。 为此， 我们将在继续保持

传统的投资特色的基础上， 倡导多元

化的投资风格。

目前，总体来说，东吴基金人才充

沛，人员结构稳定。 我们希望基金经理

在坚持特色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投资

风格，因为不同层次的投资者有不同的

风险偏好，最好的状态就是客户想配置

哪个风格的基金时，能够想到东吴旗下

对应的某只产品。 未来公司的整体战略

会偏向固定收益业务，因此，目前更重

视对固定收益类人才的引进。 另外，在

当前大力倡导改革创新的背景下，公司

也期待更多产品创新人才和业务创新

人才的加盟。

中国证券报：东吴基金投研团队此

前是以“成长股”为主要投资对象，并在

市场中树立了一定的口碑。 未来东吴基

金的投研团队的投资风格是否会发生

变化？

任少华：过去

8

年，东吴基金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投资风格， 在权益类投

资上树立了一定的口碑， 对公司的品

牌也有不少推动作用。 今后， 我们在

继续保持传统的投资特色的基础上，

倡导多元化的投资风格。 第一， 我们

希望东吴基金在将来能兼容并蓄，打

造多策略的投研平台， 以适应多变的

市场与满足不同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实现整体业绩的稳健提升； 其次，在

产品结构上， 注重固定收益类产品的

开发， 使东吴基金旗下产品结构更为

均衡。 此外， 东吴基金将从产品设计

和考核机制等方面着力推进， 树立绝

对收益理念， 为投资者谋求稳定的、

更多的回报。

企业宗旨植根文化

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 企业文化

是凝聚员工士气与忠诚、 实现公司管

理效率最大化的利器。 作为东吴基金

的新任总裁， 如何形成新的企业文化

并使之贯穿于企业和员工行为之中，

是任少华履新后的重要工作。 不过，这

对于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任少华而

言， 显然不是难题———他已经结合东

吴基金的战略规划， 向全体员工倡导

了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

中国证券报：您在证券市场从业多

年，但管理基金公司却是首次。 根据过

去的管理经验，您认为什么样的管理模

式最适合东吴基金？

任少华： 证券公司业务范围较广。

在证券公司，除了经纪业务，其他各项

业务我都管过。 而基金公司表面上业务

看似单一，但单一背后其实意味着对专

业化的更高要求。

在管理上， 我期望东吴基金的员

工能遵循让股东满意、 让客户满意、

让员工满意， 让监管部门放心的 “三

满意一放心”的企业宗旨，形成“待人

忠、办事诚、以德兴业”的价值取向，

并遵守一个共同的东吴行动纲领，形

成东吴基金独特的企业文化。 在企业

内部管理上，务实开放，稳健创新。 我

们将从梳理制度流程、 寻找风险点，

到制定产品规划、 定位发展战略等都

形成开放、 理性的氛围， 这对公司的

业务规范、 品牌信誉以及专业人才的

稳定和可持续性培养， 都将起到积极

作用。 企业文化是我们长期发展的指

导思想， 并将作为我们长期遵循的价

值理念。

中国证券报：“吴文化” 是东吴基

金多年来传承的一个企业文化，您是

否继续在东吴基金推动这个文化的

延续？

任少华： 吴文化确实是东吴基金

自成立起就深植企业内部， 是东吴人

一致推广的核心价值理念。 在东吴基

金， 随处可见吴文化的印记， 比如我

们

logo

的窗格设计、 印章设计等都非

常有江南文化的气息。 我认为， 吴文

化更是一种稳健中寻求开放、 统一中

推展多元、 务实守信、 不断进取的精

神， 这种精神不仅让江浙一带在古时

就成为富甲之地， 更带领着江浙一带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成为弄潮儿。 而

家园文化又是吴文化中体现人文关怀

的具体表现， 比如我们时刻关注员工

的身心健康与发展规划， 为员工办食

堂、 改善办公环境等， 力争做让员工

满意的公司。 东吴基金将在以往的基

础上， 融合时代步伐， 进一步推广家

园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