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靳天珍：做高净值客户的财智伙伴

本报记者 刘夏村

作为高端理财的重要方式，如何给基金专户定位？

华商基金专户的“带头人” 靳天珍给出的答案是———做高净值投资者的财智伙伴。 作为华商基金总经理助理、机构投资部总经理，靳天珍认为，基金专户业务不但要给高净值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还要在投资过程中，帮助投资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现状、行业的发展，使他们能够寻找到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

一言以蔽之，正如靳天珍所言：“我们不只是财富管家，更是财智伙伴” 。 凭借着这样的理念，华商基金的专户业务迅猛发展，在近 3年的时间内，已形成以权益类主动投资管理为核心的产品体系。

“基金专户业务大有可为。 ” 靳天珍说，“中国财富管理的黄金时代或许正在到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和这些高净值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财富机会。 ”

不仅是财富管家

靳天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做高净值投资者的财智伙伴，这是华商基金专户业务成立之初经过反复思考并确立的定位。

靳天珍认为，相比国外，中国的财富管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都非常巨大。 《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80万亿元，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士超过70万人，拥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22万亿元。 预计 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仍将保持增长势头，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 92万亿元，高净值人群规模将达84万人，年增长率为 14%。 这一数据显示出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无限风光 。

“中国财富管理的黄金时代或许正在到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和这些高净值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财富机会。 ” 靳天珍如是说。

如何服务于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华商专户业务所做的事情并不只是赚钱那么简单。 靳天珍说，经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有了第一批高净值人群，他们积累了财富，这是基金公司专户业务起步的基础。 对于他们而言，接下来要做的，一方面是对财富进行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则是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现状、行业的发展，寻找创造财富的机会，在更大范围内投资、理财。 “所以，我们并不只是他们的财富管家，而是他们的财智伙伴” 。

他说：“我们把我们的研究 、思考分享给客户，他们则把自己对产业、企业、市场最终端、最直接的信息反馈给我们。 分享财富，也分享智慧 ，这样的沟通使得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彼此理解和信任的伙伴关系。 ”

在靳天珍看来，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定位，主要是因为专户业务的特殊性。 他说：“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既要做绝对收益，也要做相对收益。 市场不好的时候，客户会要求绝对收益 ；市场好的时候，客户会希望你的相对收益再高一些。 ”

靳天珍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性，使得基金公司的专户业务既要做好业绩，又要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协调，形成彼此信赖的伙伴关系。

大树底下好乘凉

事实上，靳天珍和他的华商基金专户团队正在努力实践着这样的理念。

靳天珍说：“专户业务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发展专户的过程中需要具备两个重要条件：第一，从长期来看，要具备有信心去创造合理业绩的人、机制；第二，要求我们自己真的静下心来与客户、渠道进行深入的沟通，让他们理解投资。 ”

“通过不断的交流 、沟通，加深投资者对投资的认识；同时，又不断创造一个还不错的业绩，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 靳天珍说，在华商基金的专户业务中，专户管理人既要负责专户投资，还要亲自负责与客户、渠道进行交流，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人是最为核心的因素 。

作为华商基金专户业务的带头人，靳天珍对投资经理的要求有两点：首先 ，是扎实的投资管理能力。 投资经理必须非常成熟 、有丰富的投资经历，最好有绝对收益投资经历 ，能胜任专户渠道与客户的风险收益要求；其次，要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要能够与渠道和客户进行深入有效的沟通 ，赢得客户的信任 。 需要让客户了解市场风险的客观存在，权益类专户不可能做到无风险的收益，要追求更高的收益，就需要有适当的风险承受能力，这才是投资本来的意义。

靳天珍说：“所以我们在招聘的时候 ，就招了很多成熟的人。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华商基金专户投资团队由具有多年投资研究经验的投资经理组成，平均从业年限达8年。 靳天珍本人在2010年 12月加入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前，曾任职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议高顿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航天科工财务公司等 。

在靳天珍看来，让这些优秀的投资经理发挥他们的才干 ，还需要一个有助于他们施展才华的平台 ，而华商基金正是这样一个优秀平台。

靳天珍认为，首先 ，华商基金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投研能力。 他介绍说，近年来，华商基金的投研人员不断增加，由此前的20多人增加至60人，并且形成了投资管理部、机构投资部、量化投资部、研究发展部四个投研部门 。 靳天珍说，华商基金作为资产管理机构，秉持持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宗旨 ，要为持有人创造回报，其核心就是投研能力，华商基金在投研方面的投入超过50%，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对投研的重视自然使得华商基金拥有了雄厚的投研实力。 据晨星日前发布的2014年二季度《中国公募基金公司综合量化评估报告》显示，华商基金以 71 .60的股票投资能力和69 .90的债券投资能力，双双位列前茅。 在有资格参评的71家基金公司中，华商基金也是仅有的一家股票、债券投资能力均榜上有名的基金公司 。

其次，靳天珍认为，华商基金的企业文化较为宽容 ，重视分享，尊重投研人员个人的路径、能力、风格，希望在投资领域里边百花齐放，互相促进 。 靳天珍说，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企业文化，使得华商基金的专户业务得以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中成长，谋求更长远的发展。

长期看好权益类市场

先进的定位理念、经验丰富的专户管理人以及依靠华商基金这一优秀“平台” ，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华商基金的专户业务迅猛发展。 经过近 3年时间的发展，华商专户已经发展出以权益类主动投资管理为核心的产品体系。

对于未来的投资，靳天珍依旧信心满怀。 在靳天珍看来，尽管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前期政策的消化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这“三期叠加” 的状态中，面临着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社会融资成本高企等诸多问题，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经济中也有与全球创新同步的产业与公司 ，也有在转型与升级的路上已经走出很远的行业与公司 ，也有在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必然会有所发展的企业。 因此 ，在认识传统产业所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也需要看到这些新兴产业与公司的发展为资本市场创造的投资机会，这也是过去两年多创业板 、中小板指数表现很好 、主板中很多成长型公司表现很好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积累了改革的基础和力量 ，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意愿强烈 ，改革的共识与能力也在加强。 在市场化 、法制化的方向下 ，简政放权，金融 、财税、土地、国有企业四大改革对经济影响更为深远。 同时，他也认为要相信民间微观生长的力量，正如厉以宁教授曾经说过的，中国的企业家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只要把石头搬开 ，很快就会茂盛起来。 那些石头就是现有的制度，只要做一点点制度性的改革，中国企业的生命力就会展示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长期看好中国的权益类市场。 ” 靳天珍认为，中国经济中依然蕴藏着成长的机会，而这些成长机会则创造了投资机会，作为投资者，就需要把握蕴藏其中的结构性机会、新兴产业的机会以及转型升级的机会。 不过，这亦需要能够对投资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坚定地在正确的投资方向中优选个股 。 他说，其实我们看好这个市场，更多的是看好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机会。

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医药医疗、消费品、科技这三个领域有着较好的投资机会。 他说，伴随着中国融入以全球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浪潮 ，以及由此创造的经济发展机遇，一些诸如装备制造、环保、生物等新产业将出现投资机遇 。 此外，他亦对软件 、机器人、旅游休闲 、文化、TMT等领域保持乐观态度。

简介：

靳天珍，工商管理硕士，投资经理，现任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华商基金机构投资部总经理。 曾任职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议高顿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航天科工财务公司等。 2010年12月加入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fund

基金人物

12

FUND�WEEKLY

基金周报

金

牛

2014

年

9

月

1

日 星期一

责编：鲁孝年 美编：尹 建

靳天珍，工商管理硕士，投资经理，现任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华商基金机构投资部总经理。 曾任职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清议高顿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航天科工财务公司等。

2010

年

12

月加入华

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靳天珍：做高净值客户的财智伙伴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作为高端理财的重要方式，如何给基金专户定位？

华商基金专户的“带头人”靳天珍给出的答案是———做高净值投资者的

财智伙伴。 作为华商基金总经理助理、机构投资部总经理，靳天珍认为，基金

专户业务不但要给高净值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还要在投资过程中，帮助

投资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现状、行业的发展，使他们能够寻找到更多创造

财富的机会。

一言以蔽之，正如靳天珍所言：“我们不只是财富管家，更是财智伙伴”。

凭借着这样的理念，华商基金的专户业务迅猛发展，在近

3

年的时间内，已形

成以权益类主动投资管理为核心的产品体系。

“基金专户业务大有可为。 ”靳天珍说，“中国财富管理的黄金时代或许正

在到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和这些高净值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

财富机会。 ”

不仅是财富管家

靳天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说，做高净值投资者的财智伙伴，

这是华商基金专户业务成立之

初经过反复思考并确立的定位。

靳天珍认为，相比国外，中

国的财富管理仍处于起步阶

段， 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都非

常巨大。 《2013中国私人财富

报告》 显示，2012年中国个人

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

80万亿元， 可投资资产规模超

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士超过

70万人， 拥有的可投资资产规

模达22万亿元。 预计2013年中

国私人财富市场仍将保持增长

势头， 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规

模将达92万亿元， 高净值人群

规模将达84万人， 年增长率为

14%。 这一数据显示出中国财

富管理行业的无限风光。

“中国财富管理的黄金时

代或许正在到来， 而我们要做

的就是和这些高净值投资者分

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财富

机会。 ” 靳天珍如是说。

如何服务于中国的高净值

人群， 华商专户业务所做的事

情并不只是赚钱那么简单。 靳

天珍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

放， 中国有了第一批高净值人

群，他们积累了财富，这是基金

公司专户业务起步的基础。 对

于他们而言，接下来要做的，一

方面是对财富进行保值增值，

另一方面则是更深入地了解中

国的现状、行业的发展，寻找创

造财富的机会， 在更大范围内

投资、理财。“所以，我们并不只

是他们的财富管家， 而是他们

的财智伙伴” 。

他说：“我们把我们的研

究、思考分享给客户，他们则把

自己对产业、企业、市场最终端、

最直接的信息反馈给我们。分享

财富，也分享智慧，这样的沟通

使得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彼

此理解和信任的伙伴关系。 ”

在靳天珍看来， 之所以选

择这样的定位， 主要是因为专

户业务的特殊性。 他说：“这种

特殊性表现在既要做绝对收

益，也要做相对收益。 市场不好

的时候，客户会要求绝对收益；

市场好的时候， 客户会希望你

的相对收益再高一些。 ”

靳天珍认为， 正是由于这

样的特殊性， 使得基金公司的

专户业务既要做好业绩， 又要

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协调， 形成

彼此信赖的伙伴关系。

大树底下好乘凉

事实上， 靳天珍和他的华

商基金专户团队正在努力实践

着这样的理念。

靳天珍说：“专户业务的特

殊性要求我们在发展专户的过

程中需要具备两个重要条件：

第一，从长期来看，要具备有信

心去创造合理业绩的人、机制；

第二， 要求我们自己真的静下

心来与客户、 渠道进行深入的

沟通，让他们理解投资。 ”

“通过不断的交流、 沟通，

加深投资者对投资的认识；同

时， 又不断创造一个还不错的

业绩， 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

环。 ” 靳天珍说，在华商基金的

专户业务中， 专户管理人既要

负责专户投资， 还要亲自负责

与客户、渠道进行交流，所以在

这一过程中， 人是最为核心的

因素。

作为华商基金专户业务的

带头人， 靳天珍对投资经理的

要求有两点：首先，是扎实的投

资管理能力。 投资经理必须非

常成熟、有丰富的投资经历，最

好有绝对收益投资经历， 能胜

任专户渠道与客户的风险收益

要求；其次，要具备较强的沟通

协调能力， 要能够与渠道和客

户进行深入有效的沟通， 赢得

客户的信任。 需要让客户了解

市场风险的客观存在， 权益类

专户不可能做到无风险的收

益，要追求更高的收益，就需要

有适当的风险承受能力， 这才

是投资本来的意义。

靳天珍说：“所以我们在招

聘的时候， 就招了很多成熟的

人。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华商基金专户投资团队由具有

多年投资研究经验的投资经理

组成，平均从业年限达8年。 靳

天珍本人在2010年12月加入华

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前， 曾任

职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清议高顿有限公司、国

泰君安证券、 航天科工财务公

司等。

在靳天珍看来， 让这些优

秀的投资经理发挥他们的才

干， 还需要一个有助于他们施

展才华的平台， 而华商基金正

是这样一个优秀平台。

靳天珍认为，首先，华商基

金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投研

能力。 他介绍说，近年来，华商

基金的投研人员不断增加，由

此前的20多人增加至60人，并

且形成了投资管理部、 机构投

资部、量化投资部、研究发展部

四个投研部门。 靳天珍说，华商

基金作为资产管理机构， 秉持

持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宗旨，要

为持有人创造回报， 其核心就

是投研能力， 华商基金在投研

方面的投入超过50%， 其重视

程度不言而喻。

对投研的重视自然使得华

商基金拥有了雄厚的投研实

力。 据晨星日前发布的2014年

二季度 《中国公募基金公司综

合量化评估报告》显示，华商基

金以71.60的股票投资能力和

69.90的债券投资能力， 双双位

列前茅。 在有资格参评的71家

基金公司中， 华商基金也是仅

有的一家股票、 债券投资能力

均榜上有名的基金公司。

其次，靳天珍认为，华商基

金的企业文化较为宽容， 重视

分享， 尊重投研人员个人的路

径、能力、风格，希望在投资领

域里边百花齐放，互相促进。 靳

天珍说，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企

业文化， 使得华商基金的专户

业务得以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

境中成长，谋求更长远的发展。

长期看好

权益类市场

先进的定位理念、经验丰

富的专户管理人以及依靠华

商基金这一优秀 “平台” ，这

些因素的叠加，使得华商基金

的专户业务迅猛发展。 经过近

3年时间的发展， 华商专户已

经发展出以权益类主动投资

管理为核心的产品体系。

对于未来的投资，靳天珍

依旧信心满怀。 在靳天珍看

来， 尽管中国宏观经济正处

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 前期

政策的消化期、 结构调整的

阵痛期这“三期叠加” 的状

态中， 面临着传统产业产能

过剩、 房地产泡沫和社会融

资成本高企等诸多问题，但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 中国经

济中也有与全球创新同步的

产业与公司， 也有在转型与

升级的路上已经走出很远的

行业与公司，也有在中国经

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必然会

有所发展的企业。 因此，在

认识传统产业所存在的问

题的同时，也需要看到这些

新兴产业与公司的发展为

资本市场创造的投资机会，

这也是过去两年多创业板、

中小板指数表现很好、主板

中很多成长型公司表现很

好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

社会经济发展，积累了改革的

基础和力量，社会各阶层对改

革的意愿强烈，改革的共识与

能力也在加强。 在市场化、法

制化的方向下， 简政放权，金

融、财税、土地、国有企业四大

改革对经济影响更为深远。 同

时，他也认为要相信民间微观

生长的力量，正如厉以宁教授

曾经说过的，中国的企业家就

像雨后春笋一样，只要把石头

搬开，很快就会茂盛起来。 那

些石头就是现有的制度，只要

做一点点制度性的改革，中国

企业的生命力就会展示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

们长期看好中国的权益类市

场。” 靳天珍认为，中国经济中

依然蕴藏着成长的机会，而这

些成长机会则创造了投资机

会，作为投资者，就需要把握

蕴藏其中的结构性机会、新兴

产业的机会以及转型升级的

机会。 不过，这亦需要能够对

投资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并坚定地在正确的投资方向

中优选个股。 他说，其实我们

看好这个市场，更多的是看好

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机会。

他认为， 从长期来看，医

药医疗、消费品、科技这三个

领域有着较好的投资机会。

他说， 伴随着中国融入以全

球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

轮技术浪潮， 以及由此创造

的经济发展机遇， 一些诸如

装备制造、环保、生物等新产

业将出现投资机遇。 此外，他

亦对软件、 机器人、 旅游休

闲、文化、TMT等领域保持乐

观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