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方达科讯

宋昆 投资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本报记者 常仙鹤

Wind数据显示 ， 截至

2013年12月31日，易方达科讯

基金近三年的复权单位净值增

长率达到23%， 在同期可比的

341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14

位。 2013年从单只基金业绩来

看， 易方达科讯全年净值增长

率高达53.42%， 在同类型326

只标准股票型基金中跻身前

十。 易方达科讯也因此在2013

年获得“三年期股票型金牛基

金” 称号。

回顾过去三年的投资，从

新兴产业寻找优质成长股，为

该基金带来了较好回报。 基金

经理宋昆表示， 国内经济仍将

处于转型期， 寻找符合经济增

长方式转型的、 具有核心竞争

能力的成长型公司， 能够为基

金带来持续的、确定性的增长，

而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 基金

经理需要打开眼界， 不断学习

并坚持自己的判断， 做到心手

合一。

选对方向 日就月将

易方达科讯由原封闭式基

金易方达基金科讯转型而来，

宋昆从2010年9月11日起任该

基金的基金经理。 从基金的投

资运作来看， 宋昆较为偏好投

资成长股。 经过三年有余的投

资管理工作， 宋昆的投资思路

逐渐清晰，并在2013成功捕捉

难得的成长股行情。

2013年， 在市场趋势性

机会缺乏的情况下， 代表新

兴产业方向的传媒、元器件、

医疗保健、 化工等行业上演

了一波接一波的结构性行

情。 易方达科讯恰好也重仓

了这些行业， 其重仓的个股

网宿科技、掌趣科技、和佳股

份和省广股份去年全年涨幅

达200%以上， 富瑞特装、德

赛电池、欧菲光、隆基股份的

涨幅也在100%以上。

滴水穿石， 非一日之功。

对于2013年行情的成功捕捉，

源自于宋昆在前期所不断投

入的大量的思考和研究工作。

2011年是宋昆管理科讯的第

一个年头，恰逢经济低迷市场

遭遇股债双杀，在总体防御策

略的基础上，科讯适时地提高

了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稳定

增长类行业的配置，对于成长

股，宋昆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朦

胧的投资方向。 2012年，经济

依旧疲弱，市场在周期和成长

的偏好切换中剧烈波动，科讯

依旧采取了防守策略，逐步增

持了稳健增长的家电、医药生

物、 社会服务、 建筑等行业。

2013年， 结构性行情不断演

绎， 科讯全年配置思路连贯，

比较集中地持有了契合社会、

经济发展方向的传媒、 电子、

医疗、环保、新能源、品牌消费

等子行业的优势公司，最终斩

获丰厚。

从2011年到2013年，宋

昆关于成长股的投资思路日

渐清晰，即深入研究、重点挖

掘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

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成长型

公司为主，专注于寻找景气子

行业内具备护城河优势的平

台型公司，追求持续的、确定

性的成长。

宋昆分析认为，2010年开

始经济就进入 “后4万亿时

代” ， 靠原来的投资和出口拉

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再持

续，取而代之的是转型拉动，只

有认清转型的大方向， 选出最

具有转型特质或者最有可能引

领转型的企业， 投资就能取得

大概率的成功。

观察科讯近几年的重仓

股，伊利股份、歌尔声学、欧

菲光等白马股， 其一脉相承

的是“平台型公司” ，宋昆介

绍， 企业有了比较高的平台

后，就可以不断地导入产品、

客户， 从而抵御各种各样的

风险，就像航母一样，越来越

难撼动。 在投资中找到优秀

企业的共性， 投资就变得纯

粹而简单了。

相时而动 心到手到

虽然经济仍将处于漫长的

转型期， 期间的阶段性风景也

不容忽视。 从2014年上半年的

情况来看， 市场风格偏好变化

大有加快之势， 对投资人则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市场上大多数人的思维

是顺势思维， 投资最难的就是

从多数人的声音中跳脱出来，

倾听自己内心的思想。 ” 宋昆

说，市场快速变化，随波逐流最

容易， 却并不能成为超额收益

的来源。一旦自己有所判断，光

有“心到” 还不行，“手到” 才

是最终的目的。 “投资组合就

像一个企业， 企业处在不断变

化之中，组合也应当有所变化。

一旦组合中的企业跟预想发生

了一些出入， 不调整就会拖累

整体， 这时仓位带来的是负面

效应， 进攻不但没有在正确的

路上走， 反而把一块资产沉淀

下来了， 因此发现不对的时候

要快速调整手起刀落。 ”

宋昆进一步介绍， 在坚持

大方向的前提下， 还要提高选

股和操作的精度。 投资的本质

就是不断地描述未来、 捕捉未

来， 而所有的估值也只能是从

某些方面描述企业的未来，并

不能代表全貌， 你所能做的就

是不断地提高预测的精度。 比

如传统意义上业绩就反映了企

业未来的空间， 但当前有些公

司没有业绩也可以朝着更大的

市值空间发展， 业绩只是其中

的一个因素， 这就需要基金经

理不断学习并扩充估值体系。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不要固

步自封、自我设限，才能有更广

阔的空间。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为指数投资全方位综合服务供应商

□本报记者 常仙鹤

凭借在指数化投资领域持

续出色的表现，易方达在2013

年再次摘得“被动投资金牛基

金公司” 大奖。 在金牛奖评选

中， 被动投资金牛基金公司一

共评选了四届， 易方达获得三

届， 是获得该奖项最多的基金

公司之一。

易方达指数基金网数据

显示，截至2013年底，国内共

有指数基金312只、规模3827

亿元，截至2013年年底，国内

共有指数基金312只、 规模

3827亿元。 其中，易方达旗下

共有19只指数基金， 是全市

场发行指数基金最多的基金

公司；规模达461亿元，在所

有基金公司中排名前列；形

成了覆盖股票、债券、大宗商

品， 大中小盘市场以及境内

境外的相对完整指数产品

线， 大力推进指数基金产品

的创新。

易方达指数与量化投资

部总经理林飞表示，易方达一

直致力成为行业领先的综合

性资产管理公司，被动类产品

可以实现较大的产品跨度，是

为客户提供差异化产品的重

要载体，易方达在行业内较早

开始被动类产品的开发与布

局， 积累了一定的先发优势。

随着近年不同特征、类别指数

基金产品的丰富，指数基金作

为“全天候” 投资“工具箱”

的功能正在加速显现，行业的

竞争也将从产品设计走向精

细化的服务。

从容应对特殊业务环境

技术平台人才团队环环相扣

2013年易方达旗下指数基

金业绩斐然：完全被动型指数基

金创业板ETF以全年78.51%的

净值增长率在全部指数基金中

高居榜首，易方达沪深300量化

增强成为超额收益排名第一的

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易方达

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基金净值

大涨31.51%， 成为年度QDII指

数基金收益冠军。

“相比主动产品，指数和量

化基金的一体化特征更为明

显。 ”林飞说，指数业务分工细

致，业务链条很长，参与方众多，

光有人才还不行，也需要一个强

大的平台来支撑好的想法，更需

要一个配合融洽的团队来相互

协助和支持，这些要素为产品的

长期平稳运作、基金业绩的长期

稳定提供了重要前提。 概括为

一句话，就是“需要一群正确的

人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平台上用

正确的方法做事情” 。

目前，易方达指数部门的7

名基金经理管理着多达19只

指数基金， 高效的管理有赖于

易方达从2009年就开始倾力

打造的指数投资管理平台和量

化投资管理平台。

“这个平台除了负责日常

程序化的运作、操作以外，还有

风险监控的功能。 我们在其中

设置一些前瞻性的风险指标，

平台可以随时发出警示。 ” 林

飞告诉记者， 去年创业板ETF

的成功操作就得益于这个平

台。林飞介绍，创业板指数本身

波动性比较大， 成分股长期停

牌复牌的事件比较频密， 增加

了基金经理管理的难度。 但基

金经理依赖公司的指数投资管

理系统平台和团队合作， 进行

较为精细化的管理， 在难度较

大的情况下， 将偏离度和跟踪

误差等各项指标控制在合理范

围之内。

在量化投资管理平台的基

础上， 易方达量化投研团队自

主研发出定量投资模型， 采用

多因子模型构建组合获取增强

收益。 2013年，易方达沪深300

量化增强对公司既定量化策略

进行优化并最终获得3.94%的

超额收益， 增强收益在同类基

金中表现领先。 易方达高端消

费品通过多因子模型选股也达

到一定的增强效果， 在基准指

数大幅上涨时， 基金跑出了

2.1%的超额收益。

创新服务综合并举

多元化引领发展趋势

近年来， 在巩固传统指数

产品的同时， 易方达还致力于

优质、稀缺指数的开发和授权，

先后成功发行深交所的第一只

ETF深证100ETF、 第一只创

业板ETF、 首批跨境ETF恒生

国企ETF， 领先设计并上报正

反向杠杆ETF等。

林飞指出， 被动化投资在

国内投资者中的渗透率还有很

大发展空间， 多元化会是国内

指数化投资未来发展的重要方

向。 相比传统宽基指数领域的

同质化竞争， 未来大中型基金

公司出于提升综合竞争力的考

虑将不断推出一些差异化产

品，包括正反向杠杆、基于市场

情绪的指数等特色产品。另外，

未来几年， 指数应用的配套机

制不断完善：股指期货、融资融

券、基金质押、期权、T+0交易

等， 为指数基金特别是交易型

指数基金的各种灵活应用提供

坚实基础。 传统领域的竞争也

将在服务上体现出差别， 有的

基金公司只推产品， 有的基金

公司会更全面， 比如产品后续

的沟通、 交流以及应用策略的

持续研发等。

易方达还长期致力于指数

投资策略的研究、 推广和客户

服务， 开办了国内首家专业的

指数基金网站， 在该网站上提

供指数基金数据、 海内外指数

研究专题报告，定期发布《易

方达指数策略周报》等等各类

指数服务产品， 日渐获得专业

人士及投资者关注。

林飞强调， 从基金公司内

部角度看， 指数量化业务需要

产品设计、投资、研究、运作、风

控、系统开发、市场推广、客户

服务各个业务环节紧密协作，

公司未来将不断强化业务链条

上各个环节的资源整合和交互

联动， 努力打造成为指数投资

全方位综合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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