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投摩根：十年尽心 只为点滴信任

本报记者 李良

弹指一挥间，王颖（化名）成为上投摩根的客户，已近十年。

“早在2004年，就从广播电台里听到了上投摩根的投资人教育节目。 当时感觉，这家公司很奇怪，在一只产品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开始普及理财知识。 ” 回忆起与上投摩根的“邂逅” ，王颖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后来参加了多场上投摩根的理财讲座，结识了不少他们的员工，对这家公司有了更多了解，信任逐渐加强。 公司的投研能力值得信任，基金业绩曾有起落，不过能够及时调整改善，这几年业绩又回到了前几名。 ”

来自王颖等众多资深客户的浓浓信任，令上投摩根的总经理章硕麟备受鼓舞。 就职上投摩根四年多来，这位来自台湾的资产管理业资深高管一刻未敢忘“投资人利益至上” 的信条，其所有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最终都指向一点：让客户赚钱。 种种努力只为对得起客户的点滴信任。

很显然，这种信念正在深入上投摩根的每一个角落，焕发着上投摩根每一位员工的活力。 正所谓上下齐心，其利断金。 2014初，上投摩根终于捧回了离别多年的中国基金业“奥斯卡奖” ：上投摩根荣膺2013年度“十大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桂冠，这也是“金牛奖” 各奖项中含金量最重的一个。 不仅如此，由副总兼投资总监冯刚率领的上投摩根投研团队连中三元 ，拿下了“2013年度股票型金牛基金” 、“三年期股票型金牛基金” 、“三年期混合型金牛基金” 三个单项奖。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在上投摩根的公司经营理念里，基金公司能否践行“投资人利益至上” ，关键在于履行好自己的“受托责任” 。

“什么是受托责任 ？ 从基金公司的角度出发，我的理解很直白，就是客户把钱托付给你，你就负有为客户的财富保值增值的责任。 通俗地讲，就是要让客户赚到钱。 ” 章硕麟说，“如果客户把钱托付给你，却长期看不到赚钱效应，那无论你的服务多么优质 ，你的理念多么先进，你的管理多么规范 ，显然都没有履行好受托责任。 ”

在过去十年里，上投摩根一直将受托责任视为公司最珍贵的责任和使命 。 而为了忠实地履行受托责任，上投摩根始终坚持“先做好 ，再求大” 的原则 。 十年间，上投摩根在业内最早采用了限额发售的业务模式，还多次在资本市场的高热期暂停了旗下各类基金的申购业务 。

例如，2013年上半年，上投摩根新兴动力基金业绩节节高升，一季度以24 .82%的收益率夺得股基冠军，这引发资金持续涌入，但为了保证产品的稳定运作，避免新进资金摊薄收益，上投摩根先是于当年 3月启动限制5万元以上的申购措施；至5月 ，上投摩根再次限制新兴动力1万元以上的申购，体现了其保护老持有人利益的责任意识。

优异的业绩，则是上投摩根对受托责任的最好诠释。 WIND数据显示，在 2013年的结构性行情中，全市场普通股票型基金的年度平均回报为 17 .31%，而上投摩根基金旗下有数据统计的9只普通股票型基金平均年度回报达27 .19%。

其中，上投摩根新兴动力全年斩获了47 .15%的总回报，并一举摘得“2013年度股票型金牛基金” 。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至2013年，上证指数整体下跌 3 .78%，而上投摩根新兴动力却为投资人贡献了88%的投资回报，显示上投摩根杰出的股票投资主动管理能力。

以下数据 ，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上投摩根的受托责任：截至今年 5月，曾持有上投摩根基金的客户中，盈利客户共有258万人，旗下基金累积分红255亿元 ，旗下基金累积创造盈利 324亿元。

上投摩根的整体业绩为何能如此夺目？ 答案直指上投摩根近年来不断磨砺并壮大的投研团队。 目前上投摩根投资研究队伍已逾 70人，且整体从业经历较为资深，其中包含 30多位研究专家，对行业、个股的跟踪研究非常深入。 而在具体投资研究方面 ，上投摩根坚持强化选股、投研合一、打造优秀投研团队，整体实力不断提升。 公司投研负责人表示 ，上投摩根尤其重视团队和人才的培养 ，其投研团队正在逐步成型，进入“红利” 释放期。

作为“金牛奖” 评委 ，海通证券金融产品研究中心高度评价了上投摩根履行受托责任的能力：上投摩根基金公司除了产品布局全面之外，其股票资产的整体管理业绩较为突出，尤其是2012年以来随着核心投研人员的引入和公司投研资源的整合，旗下基金业绩提升显著。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良好业绩主要的来源是对基本面研究的尊重 ，和公司强大的自下而上的选股能力。 截至2013年末 ，公司公募股混基金的规模加权业绩近一年、近两年、近三年的排名均处在前1/3，获得了海通股票管理能力五星级评级。

多管齐下 践行社会责任

在受托责任之外 ，上投摩根践行十年之久的还有一份社会责任———广泛开展“投资者教育” 工作，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是上投摩根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着力点。

作为国内最早大规模开展投资者教育的基金公司之一，2004年上投摩根刚成立不久 ，就以“致富 100” 、“摩根基金大学 ” 等投资者教育活动形成了品牌特色。 在股市低迷的2004年、2005年，上投摩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致富100” 百场巡回理财讲座；2006年以来，每年举办“摩根基金大学” 、“摩根投资学院” 活动近千场。 十年来，公司始终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投资者教育，共举办现场活动5000多场，足迹遍布60多个城市，与逾15万名投资者面对面交流。 此外 ，还积极开拓客户服务新渠道，近年来为投资者教育专门开发了手机APP。

这十年如一日的投资者教育工作 ，也是藏于上投摩根员工心中的一份骄傲。 一位国有大行的领导曾这样评价该公司这十年在投资者教育工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如果说上投摩根的投研团队是最优秀的团队之一，那他的服务和投资者教育应该是中国最好的。 ”

经过十年的经验积累，上投摩根逐渐认识到，投资者教育的核心就是让大家理解风险和回报的关系。 而让投资者理解产品的风险回报特征也是做好客户服务工作的前提。

除了投资者教育外，上投摩根不断尝试各种层面的社会责任。 例如 ，2008年，上投摩根启动“阳光行动” ，携手公益机构在北京、上海、新疆等地捐种树苗近6万棵，逾25万人参与上投摩根公益活动 。

又比如，2008年，上投摩根援建四川广汉市新丰清江希望小学 ，学校建成后命名为“上投摩根希望小学” 。 2012年，上投摩根为希望小学捐赠了当地最具规模的图书馆，并与宋庆龄基金会在学校开设了“爱心阅读基地 ” 。 与此同时，上投摩根的员工还资助了12名家庭困难的学生 ，每年为其提供部分生活费和学费。 直至现在，上投摩根仍与希望小学保持着密切联系。 无怪乎该希望小学校长文书兰女士，在上投摩根成立十周年大会上发出这样的感慨；“上投摩根是一家温暖人心、极具爱心的公司。 ”

国际视野 创新服务

在海外市场，“摩根” 二字赫赫有名。 而在国内 ，拥有“摩根” 血统的上投摩根，也被视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基金公司。 在上投摩根的股权结构中，上海国际信托出资占比51%，而摩根大通旗下摩根资产管理出资占比 49%。

上投摩根副总经理侯明甫告诉记者，在投资管理方面，上投摩根充分利用摩根资产管理的全球资源，通过系统化的投资决策流程和系统化的风险控管流程，保证投资决策运作过程的专业性、科学性和规范性。 公司投资决策在“投资决策委员会 ” 指导下完成，定期就重大投资决策问题进行讨论，基金经理、研究员、交易员在投资过程中职责明确、通力协作，又在各自职责内独立工作 ，并合理制衡。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上投摩根的风险控制参照了其外方股东摩根的标准，建立了较法规更为严格细致的风控管理体系，包括运营风险、信用风险、应急预案、灾难恢复等，在各个业务层面加以实施，保证运作过程专业 、科学和规范，并深植于投资过程各阶段进行风险控制。 而这套风控体系已经历了上百年的市场洗礼。

令人羡慕的是，作为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的重要一员，外方股东对上投摩根的支持力度相当大。 上投摩根专家团队可以与摩根资产管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多位投资专家交流投资观点。 此外，除了能够及时提供海外市场的投资观点，每年上投摩根联合 JPMorgan组织的“摩根投资峰会 ” 、“摩根竞跑赛” 也具有鲜明特色，不仅联络了感情，而且拓展了视野 。

有着国际视野的上投摩根，在服务方面创新不断。 例如，自 2013年1月起，公司每季度发布“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 ，内容涵盖摩根传统的情绪指数，亦纳入了投资人风险偏好指数、投资人行为研究等全新内容，旨在通过严谨专业的调查，了解中国投资人的投资情绪、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 ，为理性投资提供参考。 在专业交流方面 ，上投摩根精心打造了一套特色培训课程———基金健诊 、投资流程、科学定投等，与客户经理一道 ，共同为投资人提供有价值的专业服务。

为了更好地对个人投资者进行不间断的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公司还打造出上投摩根《基金E站》、《基金动漫》、《基金60秒》系列APP应用平台，成为广大基民的移动贴身“基金管家” 、在线多媒体“基金大学 ” 和“财经资讯精品屋” 。 此外 ，积极运用微博 、微信等手段，加强与投资人的沟通，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的服务。 从 2012年起，该公司大规模开展的“多元投资论坛 ” 旨在帮助投资者建立资产配置观念，让投资者理解“风险 ” 和“回报” 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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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市场，“摩根”

二字赫赫有名。 而在国内，

拥有“摩根” 血统的上投摩

根，也被视为国际化程度较

高的基金公司。 在上投摩根

的股权结构中，上海国际信

托出资占比51% ，而摩根大

通旗下摩根资产管理出资

占比49%。

上投摩根副总经理侯

明甫告诉记者，在投资管理

方面，上投摩根充分利用摩

根资产管理的全球资源 ，

通过系统化的投资决策流

程和系统化的风险控管流

程， 保证投资决策运作过

程的专业性、 科学性和规

范性。 公司投资决策在“投

资决策委员会” 指导下完

成，定期就重大投资决策问

题进行讨论， 基金经理、研

究员、交易员在投资过程中

职责明确、通力协作，又在

各自职责内独立工作，并合

理制衡。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

解， 上投摩根的风险控制参

照了其外方股东摩根的标

准， 建立了较法规更为严格

细致的风控管理体系， 包括

运营风险、信用风险、应急预

案、灾难恢复等，在各个业务

层面加以实施， 保证运作过

程专业、科学和规范，并深植

于投资过程各阶段进行风险

控制。 而这套风控体系已经

历了上百年的市场洗礼。

令人羡慕的是， 作为摩

根资产管理亚太区的重要一

员， 外方股东对上投摩根的

支持力度相当大。 上投摩根

专家团队可以与摩根资产管

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多位投资专家交流投资

观点。此外，除了能够及时提

供海外市场的投资观点，每

年上投摩根联合JPMorgan

组织的 “摩根投资峰会” 、

“摩根竞跑赛” 也具有鲜明

特色，不仅联络了感情，而且

拓展了视野。

有着国际视野的上投

摩根， 在服务方面创新不

断。 例如，自2013年1月起，

公司每季度发布 “上投摩

根投资风向标” ，内容涵盖

摩根传统的情绪指数，亦纳

入了投资人风险偏好指数、

投资人行为研究等全新内

容，旨在通过严谨专业的调

查，了解中国投资人的投资

情绪、 投资行为与风险偏

好， 为理性投资提供参考。

在专业交流方面，上投摩根

精心打造了一套特色培训

课程———基金健诊、投资流

程、科学定投等，与客户经

理一道，共同为投资人提供

有价值的专业服务。

为了更好地对个人投资

者进行不间断的知识普及和

风险教育， 公司还打造出上

投摩根 《基金E站》、《基金

动漫》、《基金60秒》 系列

APP应用平台， 成为广大基

民的移动贴身“基金管家” 、

在线多媒体 “基金大学” 和

“财经资讯精品屋” 。 此外，

积极运用微博、微信等手段，

加强与投资人的沟通， 提供

更加便捷、 高效的服务。 从

2012年起，该公司大规模开

展的“多元投资论坛” 旨在

帮助投资者建立资产配置观

念，让投资者理解“风险” 和

“回报” 的关系。

上投摩根：十年尽心 只为点滴信任

□本报记者 李良

弹指一挥间，王颖（化名）成为上投摩根的客户，已

近十年。

“早在

2004

年，就从广播电台里听到了上投摩根的

投资人教育节目。 当时感觉，这家公司很奇怪，在一只

产品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开始普及理财知识。 ”回忆起

与上投摩根的 “邂逅”， 王颖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后来参加了多场上投摩根的理财讲座，结识了不少他

们的员工，对这家公司有了更多了解，信任逐渐加强。

公司的投研能力值得信任，基金业绩曾有起落，不过能

够及时调整改善，这几年业绩又回到了前几名。 ”

来自王颖等众多资深客户的浓浓信任， 令上投摩

根的总经理章硕麟备受鼓舞。 就职上投摩根四年多来，

这位来自台湾的资产管理业资深高管一刻未敢忘 “投

资人利益至上”的信条，其所有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

最终都指向一点：让客户赚钱。 种种努力只为对得起客

户的点滴信任。

很显然， 这种信念正在深入上投摩根的每一个角

落，焕发着上投摩根每一位员工的活力。 正所谓上下齐

心，其利断金。

2014

年初，上投摩根终于捧回了离别多

年的中国基金业“奥斯卡奖”：上投摩根荣膺

2013

年度

“十大金牛基金管理公司”桂冠，这也是“金牛奖”各奖

项中含金量最重的一个。 不仅如此，由副总兼投资总监

冯刚率领的上投摩根投研团队连中三元，拿下了“

2013

年度股票型金牛基金”、“三年期股票型金牛基金”、“三

年期混合型金牛基金”三个单项奖。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在上投摩根的公司经营理念

里，基金公司能否践行“投资人

利益至上” ， 关键在于履行好自

己的“受托责任” 。

“什么是受托责任？ 从基金

公司的角度出发，我的理解很直

白， 就是客户把钱托付给你，你

就负有为客户的财富保值增值

的责任。 通俗地讲，就是要让客

户赚到钱。 ” 章硕麟说，“如果客

户把钱托付给你，却长期看不到

赚钱效应，那无论你的服务多么

优质，你的理念多么先进，你的

管理多么规范，显然都没有履行

好受托责任。 ”

在过去十年里， 上投摩根一

直将受托责任视为公司最珍贵的

责任和使命。 而为了忠实地履行

受托责任， 上投摩根始终坚持

“先做好，再求大” 的原则。 十年

间， 上投摩根在业内最早采用了

限额发售的业务模式， 还多次在

资本市场的高热期暂停了旗下各

类基金的申购业务。

例如，2013年上半年， 上投

摩根新兴动力基金业绩节节高

升，一季度以24.82%的收益率夺

得股基冠军， 这引发资金持续涌

入，但为了保证产品的稳定运作，

避免新进资金摊薄收益， 上投摩

根先是于当年3月启动限制5万

元以上的申购措施；至5月，上投

摩根再次限制新兴动力1万元以

上的申购， 体现了其保护老持有

人利益的责任意识。

优异的业绩， 则是上投摩根

对受托责任的最好诠释。 WIND

数据显示，在2013年的结构性行

情中， 全市场普通股票型基金的

年度平均回报为17.31%，而上投

摩根基金旗下有数据统计的9只

普通股票型基金平均年度回报达

27.19%。

其中，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全

年斩获了47.15%的总回报，并一

举摘得“2013年度股票型金牛基

金” 。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至

2013年， 上证指数整体下跌

3.78%， 而上投摩根新兴动力却

为投资人贡献了88%的投资回

报， 显示上投摩根杰出的股票投

资主动管理能力。

以下数据，则从另一个角度

展现了上投摩根的受托责任：截

至今年5月， 曾持有上投摩根基

金的客户中， 盈利客户共有258

万人， 旗下基金累积分红255亿

元， 旗下基金累积创造盈利324

亿元。

上投摩根的整体业绩为何能

如此夺目？ 答案直指上投摩根近

年来不断磨砺并壮大的投研团

队。 目前上投摩根投资研究队伍

已逾70人，且整体从业经历较为

资深， 其中包含30多位研究专

家，对行业、个股的跟踪研究非常

深入。而在具体投资研究方面，上

投摩根坚持强化选股、投研合一、

打造优秀投研团队， 整体实力不

断提升。公司投研负责人表示，上

投摩根尤其重视团队和人才的培

养，其投研团队正在逐步成型，进

入“红利” 释放期。

作为“金牛奖” 评委，海通

证券金融产品研究中心高度评

价了上投摩根履行受托责任的

能力：上投摩根基金公司除了产

品布局全面之外，其股票资产的

整体管理业绩较为突出，尤其是

2012年以来随着核心投研人员

的引入和公司投研资源的整合，

旗下基金业绩提升显著。 上投摩

根基金公司良好业绩主要的来

源是对基本面研究的尊重和公

司强大的自下而上的选股能力。

截至2013年末，公司公募股混基

金的规模加权业绩近一年、近两

年、近三年的排名均处在前1/3，

获得了海通股票管理能力五星

级评级。

多管齐下 践行社会责任

在受托责任之外，上投摩

根践行十年之久的还有一份

社会责任———广泛开展 “投

资者教育” 工作，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是上投摩根认真履行

社会责任的主要着力点。

作为国内最早大规模开

展投资者教育的基金公司之

一，2004年上投摩根刚成立

不久，就以“致富100” 、“摩

根基金大学” 等投资者教育

活动形成了品牌特色。 在股

市低迷的2004年、2005年，上

投摩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致富100” 百场巡回理财讲

座；2006年以来， 每年举办

“摩根基金大学” 、“摩根投

资学院” 活动近千场。 十年

来，公司始终积极开展各种形

式的投资者教育，共举办现场

活动5000多场， 足迹遍布60

多个城市， 与逾15万名投资

者面对面交流。 此外，还积极

开拓客户服务新渠道，近年来

为投资者教育专门开发了手

机APP。

这十年如一日的投资者

教育工作，也是藏于上投摩根

员工心中的一份骄傲。一位国

有大行的领导曾这样评价该

公司这十年在投资者教育工

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如果

说上投摩根的投研团队是最

优秀的团队之一，那他的服务

和投资者教育应该是中国最

好的。 ”

经过十年的经验积累，

上投摩根逐渐认识到， 投资

者教育的核心就是让大家理

解风险和回报的关系。 而让

投资者理解产品的风险回报

特征也是做好客户服务工作

的前提。

除了投资者教育外，上投

摩根不断尝试各种层面的社

会责任。 例如，2008年，上投

摩根启动“阳光行动” ，携手

公益机构在北京、上海、新疆

等地捐种树苗近6万棵，逾25

万人参与上投摩根公益活动。

又比如，2008年，上投摩

根援建四川广汉市新丰清江

希望小学，学校建成后命名为

“上投摩根希望小学” 。 2012

年，上投摩根为希望小学捐赠

了当地最具规模的图书馆，并

与宋庆龄基金会在学校开设

了“爱心阅读基地” 。 与此同

时，上投摩根的员工还资助了

12名家庭困难的学生， 每年

为其提供部分生活费和学费。

直至现在，上投摩根仍与希望

小学保持着密切联系。无怪乎

该希望小学校长文书兰女士，

在上投摩根成立十周年大会

上发出这样的感慨；“上投摩

根是一家温暖人心、极具爱心

的公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