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雷：做持有人的“中国合伙人”

本报记者 张昊

红塔红土作为一家次新基金公司，成立两年多以来一直默默积累，直到近期才宣布推出第一只公募基金产品———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在这一长串的名称背后，是红塔红土的独运匠心。 红塔红土推出第一只公募产品的时点，正值市场反弹的当下，这不仅

仅是幸运女神的眷顾，更是公司投研团队前瞻实力的表现。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拟任基金经理季雷表示，作为一只发起式基金，红塔红土必将整合资源，全力以赴，与持有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做持有人财富管理路上的“中国合伙人” 。 建仓期的“稳守反击” 策略，则是公司投研团队通过对目前

中国经济和证券市场深入分析后综合决策的成果，季雷表示有信心将红塔红土盛世普益打造为一只明星基金。

厚积薄发 期待天时地利

红塔红土成立于 2012年6月，是第一家注册于深圳前海的基金管理公司，而公司在成立两年多之后才推出第一只公募产品。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推出之时，正值股市出现一波以蓝筹股为主力的反弹，季雷对此表示，选择这一时点推出第一只公募产品是公司整体规划策略的体现，天 时、地利 、

人和使得这只基金的表现值得期待。

中国证券报：红塔红土基金公司成立两年多以来，一直默默积累，直到现在才发行第一只公募产品，时点判断相当精准，请介绍一下红塔红土的前瞻策略。

季雷：红塔红土基金公司成立之时，中国证券市场正经历深刻的发展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结构整体转型，传统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增长后面临产能过剩等诸多矛盾 ，增长动力减弱；新兴经济虽然发展迅猛 ，但体量不大，尚显稚嫩，无法担当重纲，中国经济发展逐步减速，在 下台

阶过程中寻求下一个均衡点。 作为中国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表现出整体估值中枢下移 、新股发行长时间停滞、市场热点频繁但缺乏持续性、市场结构分化严重、整体市场交易量萎缩不活跃等特征。

红塔红土基金作为一家新成立的公司，经过深思熟虑，确立了先求生存，后积累发展的公司整体规划策略。 顺应监管层对公募基金行业的指引方向，兼顾业务盈利和业务培育，采取双轮驱动的业务发展模式。 其中一轮是业务盈利，优先考虑专项子公司业务发展，努力做大规模 ，同时积累客

户资源，铸造品牌效应；另外一轮是业务培育，多方寻求优秀人才加盟，潜心打造投研队伍，调研市场需求，精心设计基金产品，等待市场时机 ，不盲目追求规模和数量 。 现在看来，公司的发展策略被证明稳健有效，既能确保公司作为新公司基本盈利，又能逐步拓展业务空间 ，厚积薄发。 这些为公

募产品发行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作为一家具有雄厚股东背景的基金公司，红塔红土确实具备地利人和的优势。 股东单位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可以说是倾尽全力，鼎力相助 ，对于基金发行给予极大的关注。 在发行营销方面，红塔红土基金凭借股东红塔证券及关联方红塔集团、深创投集团和华远集团强强联合的影响力，强大

的资源和品牌效应，公司在产品开发和渠道营销等方面具备较大优势。 在投资研究方面，红塔红土基金将充分利用各大股东的资源优势 ，消化吸收红塔证券优秀的自营投资能力、深创投卓越的一级市场投资经验、北京华远集团雄厚的实业经营能力，致力于通过持续稳定的投资业绩，不断 提升

客户服务水平，为投资人提供多样化的理财产品和高品质的理财服务，成为投资人信赖的基金管理公司。

全力以赴 共担风险收益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是一只发起式基金，基金募集时，红塔红土使用公司股东资金、公司固有资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基金经理等人员资金认购基金的金额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且持有期不少于 3年。 季雷表示，盛世普益对于红塔红土而言意义重大，红塔红土必将整合资源，全力以赴，致

力于将这一产品打造为明星产品，力争为基金持有人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

中国证券报：作为一只发起式基金，盛世普益有哪些管理积极的动力？

季雷：盛世普益是公司第一只发起式公募基金，公司将整合资源，全力以赴，与持有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致力于将该产品打造成为公司的明星产品，做持有人财富管理路上的“中国合伙人” 。

盛世普益对于红塔红土基金来说意义重大，其产生的积极动力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本基金是公司的第一只产品，是公司在公募基金管理领域的起航之作，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单位都给予高度重视，无论从资源配置和激励制度都激发出投研管理团队极大的内 生性动 力，争取 打响第 一

炮；二是本基金是一只发起式基金，通过公司和投资者共同出资的方式使两者利益绑定，即确保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利益一致，也赋予投研团队更大的使命感和动力去运作管理；三是公司将集合资源，全力以赴，致力于将该基金打造成为公司的明星产品，力争为基金持有人带 来稳定 的投资 回

报，从而树立公司的投资品牌 ，在打造公司投研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为投研团队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中国证券报：量化投资是盛世普益的特点之一，请具体介绍一下红塔红土投研团队的优势 。

季雷：盛世普益是一只量化增强型主动投资基金，采用量化投资与基本面研究相结合的投资理念 ，量化投资是本基金的最主要特点。

本基金的量化投资充分利用大数据在投资领域的应用 ，利用独特的数学模型去实现稳中求进的投资理念。 表现出两大优点：一是可以通过大数据扫描处理证券市场海量数据，通过行为分析捕捉市场出现的投资机会 ，并对所有的个股进行跟踪；二是建立和不断完善量化模型体系 ，有效减少

行为金融学中人的认识偏差；三是将量化投资与基本面分析相结合，使两者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 ，一方面可通过量化模型发现被忽略掉的信息 ，对量化模型发出信号的行业或个股进行基本面分析，发现投资机会。 另一方面可以用量化模型对用基本面选股选出的个股进行扫描诊断，减少认知偏

差，同时也可以用基本面分析再对量化模型选出的个股进行选择，去除当中因偶然或非常规因素进入模型而不适合投资的个股。

红塔红土投研团队为此在量化投资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注重引进和培养一批在数量化分析和基本面分析方面都具备深厚功底的投资人员和研究人员，并建立起量化投资的团队管理机制。 团队投资管理机制，使投资决策不会依赖于某个成员主观个体，有效保证了投资决策和投资流程

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有助于基金业绩的长期稳定 。 按照团队投资管理机制 ，公司组建了一支国际视野与本土智慧相结合的中西合璧的专业化团队，投资管理团队成员具有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良好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并具备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

稳守反击 固收权益灵活配置

季雷表示，在盛世普益建仓期间，他将坚持“稳守反击” 的建仓策略，中短期内先通过重点投资债券等固定收益品种获取稳定收益，而后视改革红利释放的速度和经济回升力度的情况，逐步加仓股票等权益类资产。

中国证券报：随着盛世普益发售期的到来，建仓期也即将临近，在当下时点，盛世普益有何建仓策略 ？

季雷：在当下时点，我们将采用“稳守反击” 的建仓策略，即在中短期内先通过重点投资债券等固定收益品种获取稳定的收益，而后视改革红利释放的速度和经济回升力度的情况，逐步加仓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分享新一轮经济稳定增长带来的市场牛市。 这一建仓策略是公司投 研团队 通过

对目前中国经济和证券市场深入分析后综合决策的成果。

我们预期经济处于探底企稳阶段 ，经济走出低谷则需要改革效果的释放 。“微刺激和定向宽松” 是对经济需求端的管理，对经济的作用在于短期效果，2014年在定向宽松的政策作用下，市场无风险利率下降，债券市场走出牛市。由于经济仍处于探底企稳阶段 ，市场的无风险利率仍然较高，仍

然需要继续降低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来确保经济活力的释放，因此，宽松政策会持续或加大力度，债券市场的慢牛行情在未来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仍会持续。 同时我们非常看好本届政府推行的市场化改革，这是对经济供给端的管理，对经济的作用在于长期效果，因此我们认为下一轮经济的增

长取决于改革红利的释放，而目前正处于改革红利释放的前夜。 对应股市，目前市场价值股的估值非常低 ，该类股票极有可能随着下一轮经济起飞而走出较大的估值恢复行情，而同样代表经济转型的成长股中也有优秀的个股具有很好的投资价值。

在“稳守反击” 的投资策略下，如果改革红利释放较预期晚 ，经济仍然表现不好，则宽松力度会加大，预计债券会有更好的收益，基金着力于债券投资将会有较为不错的稳定收益；反过来，如果改革的效果较我们预计的更早出现，经济表现出较好的势头，则宽松力度不会加大，但也不收紧 ，此

时债券虽然不会有资本利得，但仍然有可观的票息收益，而更为可观的是我们将择机加大股票投资力度 ，分享股票上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基金收益会更好。

简历

季雷，工商管理博士，具有 13年证券基金从业经历，在证券行业研究及投资领域有丰富的实战经历，曾主持参与证券业协会、交易所多项课题研究并获得多项业内奖项。 曾先后就职于东北证券、东方基金、华富基金，历任高级研究员 、基金经理助理、研究部经理、基金经理、金融工程部 经理、

产品设计经理等职务。 现任职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 ，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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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雷，工商管理博士，具有

13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历，在证券行

业研究及投资领域有丰富的实战经历，曾主持参与证券业协会、交

易所多项课题研究并获得多项业内奖项。曾先后就职于东北证券、

东方基金、华富基金，历任高级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研究部经

理、基金经理、金融工程部经理、产品设计经理等职务。现任职红塔

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季雷：做持有人的“中国合伙人”

□

本报记者 张昊

红塔红土作为一家次新基金公司， 成立两年多以来一直默默

积累， 直到近期才宣布推出第一只公募基金产品———红塔红土盛

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在这一长串的名称

背后，是红塔红土的独运匠心。红塔红土推出第一只公募产品的时

点，正值市场反弹的当下，这不仅仅是幸运女神的眷顾，更是公司

投研团队前瞻实力的表现。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拟任基金经理季雷

表示，作为一只发起式基金，红塔红土必将整合资源，全力以赴，与

持有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做持有人财富管理路上的“中国合伙

人”。 建仓期的“稳守反击”策略，则是公司投研团队通过对目前中

国经济和证券市场深入分析后综合决策的成果， 季雷表示有信心

将红塔红土盛世普益打造为一只明星基金。

厚积薄发 期待天时地利

红塔红土成立于2012年6月，是

第一家注册于深圳前海的基金管理公

司， 而公司在成立两年多之后才推出

第一只公募产品。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

推出之时， 正值股市出现一波以蓝筹

股为主力的反弹，季雷对此表示，选择

这一时点推出第一只公募产品是公司

整体规划策略的体现，天时、地利、人

和使得这只基金的表现值得期待。

中国证券报： 红塔红土基金公司

成立两年多以来，一直默默积累，直到

现在才发行第一只公募产品， 时点判

断相当精准， 请介绍一下红塔红土的

前瞻策略。

季雷： 红塔红土基金公司成立之

时， 中国证券市场正经历深刻的发展

变化，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

结构整体转型， 传统经济经过多年高

速增长后面临产能过剩等诸多矛盾，

增长动力减弱； 新兴经济虽然发展迅

猛，但体量不大，尚显稚嫩，无法担当

重纲，中国经济发展逐步减速，在下台

阶过程中寻求下一个均衡点。 作为中

国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表现出整体

估值中枢下移、新股发行长时间停滞、

市场热点频繁但缺乏持续性、 市场结

构分化严重、 整体市场交易量萎缩不

活跃等特征。

红塔红土基金作为一家新成立

的公司，经过深思熟虑，确立了先求

生存，后积累发展的公司整体规划策

略。顺应监管层对公募基金行业的指

引方向， 兼顾业务盈利和业务培育，

采取双轮驱动的业务发展模式。其中

一轮是业务盈利，优先考虑专项子公

司业务发展，努力做大规模，同时积

累客户资源，铸造品牌效应；另外一

轮是业务培育，多方寻求优秀人才加

盟，潜心打造投研队伍，调研市场需

求，精心设计基金产品，等待市场时

机，不盲目追求规模和数量。 现在看

来， 公司的发展策略被证明稳健有

效，既能确保公司作为新公司基本盈

利，又能逐步拓展业务空间，厚积薄

发。这些为公募产品发行在天时地利

人和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作为一家具有雄厚股东背景的

基金公司，红塔红土确实具备地利人

和的优势。股东单位对公司的经营发

展可以说是倾尽全力， 鼎力相助，对

于基金发行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发行

营销方面，红塔红土基金凭借股东红

塔证券及关联方红塔集团、深创投集

团和华远集团强强联合的影响力，强

大的资源和品牌效应， 公司在产品

开发和渠道营销等方面具备较大优

势。 在投资研究方面，红塔红土基金

将充分利用各大股东的资源优势，

消化吸收红塔证券优秀的自营投资

能力、 深创投卓越的一级市场投资

经验、 北京华远集团雄厚的实业经

营能力， 致力于通过持续稳定的投

资业绩，不断提升客户服务水平，为

投资人提供多样化的理财产品和高

品质的理财服务， 成为投资人信赖

的基金管理公司。

全力以赴 共担风险收益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是一只发起式

基金，基金募集时，红塔红土使用公司

股东资金、公司固有资金、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或基金经理等人员资金认购基

金的金额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且

持有期不少于3年。 季雷表示，盛世普

益对于红塔红土而言意义重大， 红塔

红土必将整合资源，全力以赴，致力于

将这一产品打造为明星产品， 力争为

基金持有人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

中国证券报： 作为一只发起式基

金，盛世普益有哪些管理积极的动力？

季雷： 盛世普益是公司第一只发

起式公募基金，公司将整合资源，全力

以赴，与持有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致力于将该产品打造成为公司的明星

产品，做持有人财富管理路上的“中

国合伙人” 。

盛世普益对于红塔红土基金来说

意义重大， 其产生的积极动力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本基金是公司的

第一只产品， 是公司在公募基金管理

领域的起航之作， 公司管理层和股东

单位都给予高度重视， 无论从资源配

置和激励制度都激发出投研管理团队

极大的内生性动力，争取打响第一炮；

二是本基金是一只发起式基金， 通过

公司和投资者共同出资的方式使两者

利益绑定， 即确保基金管理人和投资

者利益一致， 也赋予投研团队更大的

使命感和动力去运作管理； 三是公司

将集合资源，全力以赴，致力于将该基

金打造成为公司的明星产品， 力争为

基金持有人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从

而树立公司的投资品牌， 在打造公司

投研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为投研团队

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中国证券报： 量化投资是盛世普

益的特点之一， 请具体介绍一下红塔

红土投研团队的优势。

季雷： 盛世普益是一只量化增强

型主动投资基金， 采用量化投资与基

本面研究相结合的投资理念， 量化投

资是本基金的最主要特点。

本基金的量化投资充分利用大数

据在投资领域的应用， 利用独特的数

学模型去实现稳中求进的投资理念。

表现出两大优点： 一是可以通过大数

据扫描处理证券市场海量数据， 通过

行为分析捕捉市场出现的投资机会，

并对所有的个股进行跟踪； 二是建立

和不断完善量化模型体系， 有效减少

行为金融学中人的认识偏差； 三是将

量化投资与基本面分析相结合， 使两

者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 一方面可通

过量化模型发现被忽略掉的信息，对

量化模型发出信号的行业或个股进行

基本面分析，发现投资机会。另一方面

可以用量化模型对用基本面选股选出

的个股进行扫描诊断，减少认知偏差，

同时也可以用基本面分析再对量化模

型选出的个股进行选择， 去除当中因

偶然或非常规因素进入模型而不适合

投资的个股。

红塔红土投研团队为此在量化

投资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注重

引进和培养一批在数量化分析和基

本面分析方面都具备深厚功底的投

资人员和研究人员， 并建立起量化

投资的团队管理机制。 团队投资管

理机制， 使投资决策不会依赖于某

个成员主观个体， 有效保证了投资

决策和投资流程的一致性和连续

性，有助于基金业绩的长期稳定。 按

照团队投资管理机制， 公司组建了

一支国际视野与本土智慧相结合的

中西合璧的专业化团队， 投资管理

团队成员具有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

经验，良好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并

具备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

稳守反击

灵活配置

季雷表示，在盛世普益建

仓期间， 他将坚持 “稳守反

击” 的建仓策略，中短期内先

通过重点投资债券等固定收

益品种获取稳定收益，而后视

改革红利释放的速度和经济

回升力度的情况，逐步加仓股

票等权益类资产。

中国证券报：随着盛世普

益发售期的到来，建仓期也即

将临近，在当下时点，盛世普

益有何建仓策略？

季雷：在当下时点，我们

将采用“稳守反击” 的建仓策

略，即在中短期内先通过重点

投资债券等固定收益品种获

取稳定的收益，而后视改革红

利释放的速度和经济回升力

度的情况， 逐步加仓股票等

权益类资产， 分享新一轮经

济稳定增长带来的市场牛

市。 这一建仓策略是公司投

研团队通过对目前中国经济

和证券市场深入分析后综合

决策的成果。

我们预期经济处于探底

企稳阶段， 经济走出低谷则

需要改革效果的释放。“微刺

激和定向宽松” 是对经济需

求端的管理， 对经济的作用

在于短期效果，2014年在定

向宽松的政策作用下， 市场

无风险利率下降， 债券市场

走出牛市。 由于经济仍处于

探底企稳阶段， 市场的无风

险利率仍然较高， 仍然需要

继续降低市场的无风险利率

来确保经济活力的释放，因

此， 宽松政策会持续或加大

力度， 债券市场的慢牛行情

在未来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内仍会持续。 同时我们非常

看好本届政府推行的市场化

改革， 这是对经济供给端的

管理， 对经济的作用在于长

期效果， 因此我们认为下一

轮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改革红

利的释放， 而目前正处于改

革红利释放的前夜。 对应股

市， 目前市场价值股的估值

非常低， 该类股票极有可能

随着下一轮经济起飞而走出

较大的估值恢复行情， 而同

样代表经济转型的成长股中

也有优秀的个股具有很好的

投资价值。

在“稳守反击” 的投资策

略下， 如果改革红利释放较

预期晚，经济仍然表现不好，

则宽松力度会加大， 预计债

券会有更好的收益， 基金着

力于债券投资将会有较为不

错的稳定收益；反过来，如果

改革的效果较我们预计的更

早出现， 经济表现出较好的

势头，则宽松力度不会加大，

但也不收紧， 此时债券虽然

不会有资本利得， 但仍然有

可观的票息收益， 而更为可

观的是我们将择机加大股票

投资力度， 分享股票上涨收

益， 在这种情况下基金收益

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