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让价值回报成为一种习惯

本报记者 黄淑慧

成立于2008年年初、在熊市中成长起来的农银汇理基金，在资产管理规模上虽然不算出类拔萃，但旗下基金业绩一直以来可圈可点。 凭借长期持续稳定的业绩表现，公司于2012年、2013年两度获得“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奖。 在2006年之后成立的38家基金公司中，农银汇理共计获得7项金牛奖，是获得金牛奖项最多的基金公司。 旗下农银行业成长股票基金、农银中小盘股票基金、农银消费主题股票基金因长期丰厚的业绩回报分别获评五年期、三年期、2013年度股票型金牛基金。

谈及农银汇理基金的发展理念，公司总经理陈献明表示，公司一直践行“让价值回报成为一种习惯” 的品牌理念，坚持业绩为本，通过专业管理，努力为客户的财富增值保驾护航。

锻造优秀投研“内生力”

根据海通证券《基金公司权益及固定收益类资产业绩排行榜》数据，截至2013年 12月31日，农银汇理旗下权益类基金 2013年净值增长率达 33 .06%，近三年、近两年绝对收益排名行业第1位。 进入2014年，公司整体业绩继续保持平稳。 截至2014年8月底，农银行业领先、农银消费主题、农银行业轮动基金的绝对回报率均超过 10%，远远跑赢大盘指数，并在同类基金排名中位列前三分之一的位置。

在权益类基金长期保持靓丽业绩的同时，农银汇理的固定收益投资水平也获得了专业机构的认可。 截至 2014年7月25日，农银汇理债券投资能力荣获海通证券评选的债券投资能力“五星 ” 最高评级，此次仅有7家基金公司获得五星评级 ，而农银汇理则是其中最年轻的基金公司。 从今年的业绩来看，农银恒久增利A/C、农银增强收益A/C、农银信用添利基金的收益回报率均超过8%，这样的绩优债券基金产品既跑赢了通胀，又获得了投资者的肯定。

“农银汇理是在2008年熊市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基金公司，深知保持良好的业绩对基金公司的重要性。 老百姓将理财资金作出不同的安排，背后的收益预期是不同的。 那些存在银行的资金是以备未来之需，以安全为重 ，收益不是最主要的关注点；在证券市场上参与股票买卖的资金是为了博取收益，盈亏自负；交给基金公司的资金是以获取收益为目的，若使其遭受损失 ，就是辜负了投资人的信任。 ” 农银汇理基金总经理陈献明表示。

在陈献明看来，农银汇理之所以能长期保持业绩良好，首先是公司自成立以来就遵循“持有人利益至上，诚信规范至上” 的价值观，重视投研团队建设，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勤奋、团结、包容的投研队伍 。 目前公司投研团队成员近30人，均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其中 3人有海外工作经历。

“这是一支勤奋、合作、富有朝气的队伍。 我们倡导‘沟通无边界’ 的投研氛围。 每天的投研晨会、每月的投研交流会、投决会，还有数不清的路演，就是给所有基金经理和研究员充分交换信息的机会。 通过不断的交流，他们比较上市公司、比较行业基本面 ，寻找下个阶段最有空间 、风险最小的行业和投资机会。 ”

值得注意的是，农银汇理的投研队伍还有个特点，即公司内部自身培养的基金经理居多。 大部分基金经理都是从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成长起来的。 这样的晋升过程，一方面可以激发研究员的进取心，另一方面有助于团队的磨合和团队文化的延续。

正因为有这种优秀投研“内生力量 ” 的存在，尽管今年以来公司的投研团队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和调整，但与此同时，一批投资新秀也逐步成长起来。 从今年的业绩来看，几位年轻基金经理已崭露头角。

“人才的流动是基金行业的普遍现象，难以避免。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只要整个团队形成了良好的运作机制，合作、进取的投研文化 ，对公司来说，个别人员的流动就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 陈献明强调 ，农银汇理仍然会坚持原来的企业文化、创建良好的投研氛围，聚集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培养优秀的投研人才。

与此同时，在基金经理考核上，公司重视长期业绩，不会因为短期的业绩波动，随意否定一个人。 “他们需要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去体现实力。 ” 农银汇理的管理团队认为，每个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都会不同，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会有不同的业绩反映 ，有些基金经理擅长行业配置，有些更擅长精选个股，公司的宽松度能够鼓励各类风格的基金经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也能稳定整个投研队伍。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截至2014年9月 10日，农银汇理基金资产管理规模 375亿元，拥有21只公募基金，构建了包括指数型、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和货币市场基金等基本产品线 。

陈献明介绍说，未来一段时间，农银汇理基金公募业务的发展将是权益类和固定收益类齐头并进 ，在继续做好权益类投资、巩固已形成的良好口碑的同时，成立固定收益部，加强机构客户拓展以及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 ，通过产品创新 、功能创新来满足更多投资人的需求。

在扎实做好公募业务的同时，农银汇理的专户业务于2012年初启动，并于2013年9月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农银汇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专户业务运作近 3年来，资产管理规模稳步上升，目前共有约 85亿元的资产管理规模，已形成了以证券投资为主的证券类专户产品和以非标准化资产投资为主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两大业务类型，可以为机构客户和高净值客户提供主动管理、融资平台 、投资通道等多样化产品。

“农银汇理专户和子公司能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专业专属服务，成为渠道产品功能的延伸，尤其是在农行体系内发挥牌照优势和平台的便利性，提供一个投融资的平台。 为此，我们将加强与农行的合作，以沿海发达地区为重点，争取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陈献明说 。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速拓展各类业务、追求跻身“一流基金公司” 的征途上，农银汇理从未放松风险管理力度和投入，因为管理层深知 ，只有建立在风险管理基础上的业绩才具有可持续性，只有注重风险控制、坚持合规运作的基金公司才能实现基业常青 ，才能实践公司所倡导的“让价值回报成为一种习惯” 的企业理念。 “早在公司筹备期，公司三大股东就达成一致：要将农银汇理打造成一家基金业的百年老店。 回首海外基金业的百年发展历史，要成为百年老店，不仅要有令人信服的投资业绩，更要严控风险，稳健经营。 ” 陈献明表示，公司十分重视风险控制，建立了三层架构、四道防线构成的风险控制组织体系 ，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监控机制。

借势股东谋求快速发展

随着中国证监会对国内基金行业不断改革创新 ，加大对外开放，中国基金行业的发展会日益多元化，与国外资本市场的联动也将不断加强。 交易模式创新 、营销渠道增加 、投资标的丰富、监管方式转变、跨界合作兴起……整个基金业正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陈献明表示：“随着资本市场春天的到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正在到来的发展机遇 ，改革创新 ，加快发展，奋起直追。 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 为此 ，我们会不断加强自身的业务建设 ，扩大业务品种和范围 ，积极争取QDII业务、社保、年金和保险资金管理资格，加快国际化的步伐 ，使之真正成为全牌照资管公司。 与此同时，农银汇理要增强服务意识，主动服务各类渠道 ，服务各类客户。 ”

公司大股东农业银行对农银汇理的发展一直非常支持。 这几年来，农银汇理也通过稳健的业绩给农行的客户带来了较好回报，形成了一个良性互惠的共赢氛围 。 公司在渠道服务上提出了“服务 ，永不止步” 的销售口号，深入耕耘 ，倾力做好渠道服务，在近几年的农行给基金公司服务评分中，农银汇理均位居第一。

同时，随着公司业务不断成熟，公司正在从单方面向渠道提供产品，过渡到与渠道双向沟通，合作开发，联手推出符合市场需求并有创新意义的产品和功能。

举例来说 ，今年以来，农银汇理推进了农行“货币基金自动理财-申购 ” 业务，自 4月底上线以来，到今年6月末，签约客户数超过1 .8万户，累计申购货币基金逾 24亿元。 今后公司将继续努力推进类似的新业务或新产品功能。

农银汇理意识到 ，在今后较长时期内，银行在基金销售中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电子销售平台 、第三方销售机构、互联网金融等业务模式会不断丰富基金销售渠道和手段，所以，农银汇理正在积极寻找其中的机会。

与此同时，农银汇理与法方股东的合作也非常良好。 第二大股东法国东方汇理的资产管理规模排名欧洲第一、全球第九。 陈献明透露，“农银汇理作为东方汇理公司QFII产品的投资顾问已运作了几年，经过几年的合作 ，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沟通和合作经验，接下来会考虑进一步加深与东方汇理设在香港、韩国等地子公司的合作，拓展国际业务，进一步服务好海外人民币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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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证监会对国内

基金行业不断改革创新，加大

对外开放，中国基金行业的发

展会日益多元化，与国外资本

市场的联动也将不断加强。交

易模式创新、 营销渠道增加、

投资标的丰富、 监管方式转

变、跨界合作兴起……整个基

金业正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

时期。

陈献明表示 ：“随着资

本市场春天的到来， 我们必

须紧紧抓住正在到来的发展

机遇，改革创新，加快发展，

奋起直追。一步一个脚印，一

年一个台阶。为此，我们会不

断加强自身的业务建设，扩

大业务品种和范围， 积极争

取QDII业务、社保、年金和

保险资金管理资格， 加快国

际化的步伐， 使之真正成为

全牌照资管公司。与此同时，

农银汇理要增强服务意识，

主动服务各类渠道， 服务各

类客户。 ”

公司大股东农业银行对

农银汇理的发展一直非常支

持。 这几年来，农银汇理也通

过稳健的业绩给农行的客户

带来了较好回报， 形成了一

个良性互惠的共赢氛围。 公

司在渠道服务上提出了 “服

务，永不止步” 的销售口号，

深入耕耘， 倾力做好渠道服

务， 在近几年的农行给基金

公司服务评分中， 农银汇理

均位居第一。

同时，随着公司业务不断

成熟，公司正在从单方面向渠

道提供产品，过渡到与渠道双

向沟通，合作开发，联手推出

符合市场需求并有创新意义

的产品和功能。

举例来说， 今年以来，农

银汇理推进了农行 “货币基

金自动理财-申购” 业务，自4

月底上线以来，到今年6月末，

签约客户数超过1.8万户，累

计申购货币基金逾24亿元。今

后公司将继续努力推进类似

的新业务或新产品功能。

农银汇理意识到，在今后

较长时期内，银行在基金销售

中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

电子销售平台、第三方销售机

构、互联网金融等业务模式会

不断丰富基金销售渠道和手

段，所以，农银汇理正在积极

寻找其中的机会。

与此同时， 农银汇理与

法方股东的合作也非常良

好。 第二大股东法国东方汇

理的资产管理规模排名欧洲

第一、 全球第九。 陈献明透

露，“农银汇理作为东方汇理

公司QFII产品的投资顾问已

运作了几年， 经过几年的合

作， 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一

些有效的沟通和合作经验，

接下来会考虑进一步加深与

东方汇理设在香港、 韩国等

地子公司的合作， 拓展国际

业务， 进一步服务好海外人

民币资金。 ”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让价值回报成为一种习惯

□本报记者 黄淑慧

成立于2008年年初、 在熊市中成长起来

的农银汇理基金，在资产管理规模上虽然不算

出类拔萃， 但旗下基金业绩一直以来可圈可

点。 凭借长期持续稳定的业绩表现， 公司于

2012年、2013年两度获得 “金牛基金管理公

司” 奖。 在2006年之后成立的38家基金公司

中，农银汇理共计获得7项金牛奖，是获得金牛

奖项最多的基金公司。 旗下农银行业成长股票

基金、农银中小盘股票基金、农银消费主题股

票基金因长期丰厚的业绩回报分别获评五年

期、三年期、2013年度股票型金牛基金。

谈及农银汇理基金的发展理念，公司总经

理陈献明表示，公司一直践行“让价值回报成

为一种习惯” 的品牌理念，坚持业绩为本，通过

专业管理，努力为客户的财富增值保驾护航。

锻造优秀投研“内生力”

根据海通证券 《基金公司

权益及固定收益类资产业绩排

行榜》数据，截至2013年12月

31日， 农银汇理旗下权益类基

金 2013 年 净 值 增 长 率 达

33.06%，近三年、近两年绝对收

益排名行业第1位。 进入2014

年， 公司整体业绩继续保持平

稳。 截至2014年8月底，农银行

业领先、农银消费主题、农银行

业轮动基金的绝对回报率均超

过10%，远远跑赢大盘指数，并

在同类基金排名中位列前三分

之一的位置。

在权益类基金长期保持靓

丽业绩的同时， 农银汇理的固

定收益投资水平也获得了专业

机构的认可。截至2014年7月25

日， 农银汇理债券投资能力荣

获海通证券评选的债券投资能

力“五星” 最高评级，此次仅有

7家基金公司获得五星评级，而

农银汇理则是其中最年轻的基

金公司。 从今年的业绩来看，农

银恒久增利A/C、 农银增强收

益A/C、 农银信用添利基金的

收益回报率均超过8%，这样的

绩优债券基金产品既跑赢了通

胀，又获得了投资者的肯定。

“农银汇理是在2008年熊

市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基金公

司， 深知保持良好的业绩对基

金公司的重要性。 老百姓将理

财资金作出不同的安排， 背后

的收益预期是不同的。 那些存

在银行的资金是以备未来之

需，以安全为重，收益不是最主

要的关注点； 在证券市场上参

与股票买卖的资金是为了博取

收益，盈亏自负；交给基金公司

的资金是以获取收益为目的，

若使其遭受损失， 就是辜负了

投资人的信任。” 农银汇理基金

总经理陈献明表示。

在陈献明看来， 农银汇理

之所以能长期保持业绩良好，

首先是公司自成立以来就遵循

“持有人利益至上，诚信规范至

上” 的价值观，重视投研团队建

设，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勤奋、

团结、包容的投研队伍。 目前公

司投研团队成员近30人， 均拥

有硕士以上学历，其中3人有海

外工作经历。

“这是一支勤奋、合作、富有

朝气的队伍。 我们倡导‘沟通无

边界’的投研氛围。 每天的投研

晨会、每月的投研交流会、投决

会，还有数不清的路演，就是给所

有基金经理和研究员充分交换

信息的机会。通过不断的交流，他

们比较上市公司、比较行业基本

面，寻找下个阶段最有空间、风险

最小的行业和投资机会。 ”

值得注意的是， 农银汇理

的投研队伍还有个特点， 即公

司内部自身培养的基金经理居

多。 大部分基金经理都是从研

究员、 基金经理助理成长起来

的。 这样的晋升过程，一方面可

以激发研究员的进取心， 另一

方面有助于团队的磨合和团队

文化的延续。

正因为有这种优秀投研

“内生力量” 的存在，尽管今年

以来公司的投研团队也经历了

一些变化和调整，但与此同时，

一批投资新秀也逐步成长起

来。 从今年的业绩来看，几位年

轻基金经理已崭露头角。

“人才的流动是基金行业

的普遍现象，难以避免。 俗话说

‘铁打的营盘， 流水的兵’ ，只

要整个团队形成了良好的运作

机制，合作、进取的投研文化，

对公司来说， 个别人员的流动

就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陈献明

强调， 农银汇理仍然会坚持原

来的企业文化、 创建良好的投

研氛围， 聚集勤奋好学的年轻

人，培养优秀的投研人才。

与此同时，在基金经理考核

上，公司重视长期业绩，不会因

为短期的业绩波动，随意否定一

个人。“他们需要一个相对长的

时间去体现实力。 ” 农银汇理的

管理团队认为，每个基金经理的

投资风格都会不同，在不同的市

场环境下会有不同的业绩反应，

有些基金经理擅长行业配置，有

些更擅长精选个股，公司的宽松

度能够鼓励各类风格的基金经

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也能

稳定整个投研队伍。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截至2014年9月10日，农

银汇理基金资产管理规模375

亿元， 拥有21只公募基金，构

建了包括指数型、 股票型、混

合型、债券型和货币市场基金

等基本产品线。

陈献明介绍说，未来一段

时间，农银汇理基金公募业务

的发展将是权益类和固定收

益类齐头并进，在继续做好权

益类投资、巩固已形成的良好

口碑的同时， 成立固定收益

部，加强机构客户拓展以及与

互联网平台的合作，通过产品

创新、功能创新来满足更多投

资人的需求。

在扎实做好公募业务的

同时，农银汇理的专户业务于

2012年初启动，并于2013年9

月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农银汇

理 （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专户业务运作近3年来，资

产管理规模稳步上升，目前共

有约85亿元的资产管理规模，

已形成了以证券投资为主的

证券类专户产品和以非标准

化资产投资为主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两大业务类型，可以

为机构客户和高净值客户提

供主动管理、融资平台、投资

通道等多样化产品。

“农银汇理专户和子公

司能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专业

专属服务，成为渠道产品功能

的延伸，尤其是在农行体系内

发挥牌照优势和平台的便利

性， 提供一个投融资的平台。

为此，我们将加强与农行的合

作， 以沿海发达地区为重点，

争取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陈

献明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速拓

展各类业务、追求跻身“一流

基金公司” 的征途上，农银汇

理从未放松风险管理力度和

投入，因为管理层深知，只有

建立在风险管理基础上的业

绩才具有可持续性，只有注重

风险控制、坚持合规运作的基

金公司才能实现基业常青，才

能实践公司所倡导的 “让价

值回报成为一种习惯” 的企

业理念。 “早在公司筹备期，

公司三大股东就达成一致：要

将农银汇理打造成一家基金

业的百年老店。回首海外基金

业的百年发展历史，要成为百

年老店，不仅要有令人信服的

投资业绩， 更要严控风险，稳

健经营。 ” 陈献明表示，公司

十分重视风险控制，建立了三

层架构、四道防线构成的风险

控制组织体系， 建立事前、事

中、事后监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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