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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基金赵洁：

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招人， 而且一年

内人数翻番有多难？ 天弘基金十周年媒体分享会

上， 人力资源部和综合管理部总经理赵洁讲述了

人力资源部如何逆向思维实现跨界招聘， 并通过

独特创新的业务HR模式支持业务爆炸式发展的

故事。

天弘10年历史，赵洁7年与之相伴，且财务、运

营、人力、行政均曾有涉足，作为人事主管，公司大

事小情尽收她那双弯月丹凤眼。 在同事的眼中，赵

洁是个才华在胸、 真性情的小女人， 年会上一曲

《咏春》旗袍群舞迷倒众生，在她部门主办的内刊

中发起“真心话大冒险”接龙游戏……身体力行

了天弘“快乐工作、认真生活”的阳光态度。

赵洁说，“我喜欢做统筹和协调的工作。 我的

特点是比较有同情心、同理心，对人很关注、很感

兴趣， 愿意投注真实的感情并在全局的公正角度

理解人和事的境况”。赵洁触感敏锐，她毫不讳言，

天弘人的状态依然是艰苦的。“每个人每天有很多

很多的工作， 不但是量上的， 而且是创新思路上

的。 好点子不是仅仅靠勤奋就能有的，还得靠业务

能力，靠不懈思索，所以每天的工作没有相对的舒

适区。”同时，赵洁也发现天弘人是快乐的。“在天

弘，大家每天上班都充满了兴奋感，因为这个平台

足够开放、平等，给予员工足够的业务自主权，而

无论是谁的业务有了创新的起色， 周围合作部门

及同事都很感兴趣地帮助去实现这个创新。 在天

弘，‘实现自我’是一件令人觉得靠谱和有安全感

的事。 ”

2013年6月13日上线的余额宝， 迅速成长为

国内规模最大、用户数最多的基金。 为满足各业务

条线急速发展的需要，2014年天弘基金人员规划

是从200人翻番至400人，这对HR是莫大的挑战，

相当于平均每一个工作日便要招到一名优秀的正

式员工。

赵洁的团队不负众望， 截至2014年9月底，

含子公司，天弘基金正式员工已达330人。 人数

猛增的同时，严把“质量”关，关键岗位人才更是

“百里挑一” ， 保证切实招到用人部门真正需要

的岗位人才。

互联网金融，是跨界混搭创新的结果，招聘

人才，同样“边界随时可以打破” 。 她主张，从业

务出发，把业务的实质属性细分，分解出明显对

号的要素，再去找寻具备这些要素的人，用“倒

推”的方法、反传统的方法去招人。 于是，电商条

线的新人既有来自金融机构的，也有来自SNS网

站、三方支付的，有自主创业的实干人才，还有在

《职来职往》邂逅的数据奇才……可谓英雄不问

出处。

“慧眼识英才”只是人力资源部的传统职能，

在赵洁这儿，玩法可远不止这些。 赵洁引以为荣的

成就，一是天弘内部微刊的热火朝天，以趣味互动

闻名天弘。 二是业务HR工作。 每一个业务体系都

有一名业务HR， 业务HR和业务部门一起开业务

会、讨论业务、发现问题、随时随地提供支持。 HR

工作，通过日常对业务团队的观察，分析针对性问

题，然后拿回人力资源职能模块进行研究，作出解

决方案，再用回到团队，便能直接起到作用。“刚开

始大家觉得业务HR是无间道，或者是来打探消息

的。 慢慢地，大家会主动地找业务HR沟通、提需

求、求建议。 这份工作令所有HR既自豪又充满了

真实的成就感。 ”

最后， 赵洁直言，“我们有信心做好人力资源

工作， 因为天弘是一个好的创业平台， 我们有底

气，因为每个天弘人都是既认真又快乐的”。

业务HR�从伯乐到业务小伙伴

非银同业存款口径调整 降息提升牛市预期

收益将受影响 货基料迎扩张拐点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11月20日，据媒体报道，央行

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放款项从

“同业往来（来源方）” 调整至“各

项存款” ， 意味着余额宝为代表的

货币基金的存款配置不再算作同

业存款，而算作一般性存款。 11月

22日，央行时隔两年来首次启动降

息，A股牛市预期进一步加强。

对此，公募人士表示，从流动

性出发可能会分期分批进行，而且

考虑到货基的存款配置有可能纳

入存贷比分母，未来也许会更受银

行欢迎，对冲掉部分收益损失。 不

过，业内人士提醒，这一消息反映

央行欲对同业存款统一监管，货基

缴准是大势所趋，收益率将受到影

响。 同时降息导致A股牛市预期增

强， 或预示着货基规模高峰期已

过，基金公司发行货基应当谨慎。

缴准或将分批分期进行

业内人士认为，缴准将影响到

货币基金收益，为保证收益，未来

货币基金可能不再配置过多的银

行存款。法定的存款准备金利率仅

为1.62%， 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

准率为20%。 随口径调整，货基在

银行存款上配置20%的，收益将大

规模下降。 申银万国认为，目前最

大的货币基金———余额宝背后的

天弘增利宝基金缴准后，其收益率

将下降约40bp。 根据基金三季报，

余额宝目前规模达5348.93亿元，

存款配置比例近90%。截至11月22

日，最近7日年化收益为4.08%。

不过， 也有基金人士认为，缴

准不一定来得很快。“如果对非银

同业存款要求缴准，意味着一大笔

流动性资金将被冻结，央行需要采

取措施放松流动性，” 北京某基金

公司的债基经理表示，“但短期内

恐怕难以做到。 ”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9月份非

银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款约在10万

亿元左右，如果这部分资产变成一

般性存款， 意味着2万亿规模的流

动性收紧。 上述基金经理认为，降

低0.5%的存款准备金率，可释放的

流动性在4到5千亿元，如果用降准

的方法来对冲缴准带来的资金收

紧，得降好几次才能释放出足够额

流动性。

一位北京基金公司固定收益

部门的基金经理认为，消息背后反

映的是对同业存款和一般性存款

的政策统一要求， 以防监管套利，

对非银机构同业存款的缴准可能

会是分批分期地执行。

期待贷存比挽救货基

也有基金人士认为，是不是利

空还说不准，取决于是否会有配套

政策。 某货币基金经理认为，调整

后，还需要细节政策来决定这些非

银存款是否需要计入贷存比。我国

商业银行法规定， 在发放贷款时，

商业银行的 “贷款余额与存款余

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 ， 这一条

款称作贷存比约束，但是金融机构

的同业存款不计入分母。该基金经

理表示，如果非银机构的同业存款

调整为“各项存款” 后能纳入贷存

比， 那将有利于银行扩大放贷规

模。 “部分银行的放贷需求很大，

货币基金等仍然会非常受银行欢

迎，” 他说，“而如果存款利率继续

市场化，那么对货币基金的收益来

说不一定是坏事。 ”

海通证券认为， 如果纳入贷存

比，商业银行贷存比将显著降低，平

均降幅在5%左右。 据测算，这将立

即带来5.5万亿元左右新增信贷额度

空间， 增强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能

力。民生证券表示，理论上可以释放

的信贷额度最多达7.4万亿元。

A股牛市前夕慎发货基

对货基来说，缴准对其收益率

无疑是一打击。Wind数据显示，11

月21日， 两百多只可比货基的7日

年化收益率平均为4.09%，而去年

同期的收益率为4.37%。 11月22

日， 央行时隔两年来首次启动降

息，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将进一步下

降。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化和

资金面的宽松，A股的牛市再次启

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值得注意的是，上一个货基规

模高峰也恰好在牛市之前。 Wind

数据显示，2006年牛市来临之前，

货币基金的规模就出现暴涨。但是

在2006牛市期间，货基规模又剧烈

缩水至794.88亿元，占公募基金比

重跌至12.78%，到2007年，这一比

例跌至4.97%。

在互联网金融浪潮的影响下，

2014年11月21日， 货基规模已占

公募基金近“半壁江山” 。 但是业

内人士提醒， 股市牛市来临之前，

基金公司发行货基当谨慎。“上一

次，某基金公司上报货基作为自己

的第一只产品来发，结果因批得太

迟没赶上那波货基热。 ” 某业内资

深人士表示。

民生加银黄一明：沪港通时代蓝筹成长机会俱存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近期，民生加银基金管理公司

的新产品 “民生加银优选股票基

金” 正在发行中。 基金经理黄一明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沪港通开通后，从长期来看，蓝

筹股和成长股都存在成长机会。年

前市场将继续保持震荡向上的态

势，在明年，预计市场向上的态势

保持不变， 但波动可能会加剧，股

票的投资策略应当是优选行业、个

股中潜藏的投资机会。

沪港通17日正式开通。 黄一明对

此表示， 沪港通是人民币国际化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从长远

来看， 必将有更多的国外资金来配

置人民币资产，利好A股低估值、高

分红的蓝筹股。

另外， 成长股依存投资机会。

他说，A股市场迎来不同类型资

金，资金也将根据不同偏好选择合

适标的，博弈更多体现在增量资金

之间。 对于第四季度，受经济增速

下滑、政策托底、流动性宽松、金融

市场加杠杆等因素，市场总的方向

依旧保持向上，但同样基于政策预

期、加杠杆等因素，将会导致市场

波动加剧。

短期一些诸如券商、 部分有

色、煤炭、钢铁等低估值、已经产能

出清的行业，以及一些年报超预期

的成长股存在投资机会。

明年注册制改革的实施更将

使这类股票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

过程。 黄一明说，这只基金在较长

的一段时间内，将围绕改革与创新

进行优选，把握蓝筹股与成长股中

的机会。

另外，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公

司正在着手进行的公司改革亦将

有力促进其投研力量的发展壮

大。 在即将正式出台的民生加银

改革蓝图中， 未来这家公募基金

公司将以投研为主， 除必要的后

台支持部门外， 其余人员都将剥

离出去；在投研部门中，将实施事

业部改革、 虚拟持基甚至股权激

励等措施， 将投研人员的切身利

益与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紧密相

连， 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投研水平

和产品业绩。

金牛基金指数涨逾2%

上周沪港通正式开通， 交易热度则远

不如预期，前期大涨的蓝筹股票向下回调，

不过受周五券商、 保险等引领下的普涨行

情带动其表现有所提升， 非银金融行业大

涨3%，仅煤炭、银行业则跌幅相对较深。

在此形势下， 样本基金整体风格偏向

成长的金牛偏股20指数、 金牛股票20指数

则双双涨逾2%，分别达到了2.21%、2.11%，

表现显著优于同期沪深300指数。 而据金牛

理财网主动偏股型基金指数数据显示，近

一周其涨幅也达到了2.15%。 与之相较，金

牛偏股20指数略超同期市场平均水平；金

牛股票20指数则暂时稍逊一筹。 在5月1日

将最新一届的获奖金牛基金纳入评价范围

并完成最新的样本更换之后， 两条指数的

累计涨幅则分别达到14.43%、15.45%，其年

内涨幅也分别上升至8.59%、9.95%。

金牛理财网偏股型基金指数上周则上

涨1.75%，主动偏股型基金指数表现反超指

数股票型基金指数， 两者涨幅分别为

2.15%、0.73%。 指数型基金则以跟踪证券、

非银指数以及创业板指数的基金表现居

前 。 债券型基金指数则转而小幅下跌

0.16%，指数债券型基金指数跌幅同样略高

于主动债券型基金指数。 保本型基金指数、

货币类基金指数则 分 别 上 涨 0.21% 、

0.06%。 （何法杰）

华夏基金分红超1000亿

公开数据显示，自1998年4月成立，截

至2014年11月21日， 华夏基金分红额达

到1005.95亿元， 成为国内首家分红额超

千亿的基金公司。 Wind数据显示，目前国

内管理资产规模超过千亿的基金公司仅

有12家。

基金分红是将基金收益的一部分以现

金方式派发给基金投资人， 如果基金没有

收益， 或者基金收益不能弥补前一年的亏

损，亦或是单位净值低于面值，都不能进行

分红。 华夏基金表示，投资者的信任是基金

行业的基石， 也是基金公司最为宝贵的资

产，华夏基金凭借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获

得了2000万持有人的信任。 为了不辜负广

大投资者信任， 华夏基金不断提升投资管

理能力，提高服务水平，研发更好的产品满

足市场需求。 千亿分红是华夏基金一个新

的起点，也是回报投资人、打造综合金融理

财服务供应商的起点。 （曹乘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