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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基金：厚积而薄发 水到则渠成

专注A股的使命与责任

告别了2007年A股市场的

狂欢，时隔七年，基金业再度迎

来了一场盛宴。 所不同的是，在

清晰的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

大背景下，这一次，基金业的脚

步显得更从容、更稳健。2014年，

对华商基金而言，同样是一个值

得写入历史的“小时代” 。 根据

银河证券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

底，华商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达

424.38亿元，而2013年底，这一

数字仅为283.09亿元，华商基金

也因此成为业内规模提升速度

最快的几家基金公司之一。

与业绩提升、规模扩张相伴

随的是市场的关注与认可，2014

年，华商基金一举将《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三大权威机构的重磅奖项悉

数收入囊中，这充分说明了投资

者对它的高度认可。“厚积而薄

发” ，这或许是华商基金近年来

默默耕耘A股市场最好的诠释。

与财富以及拥有财富的人

群息息相关，这是基金行业与生

俱来的特质，而近年来互联网金

融、 基金子公司业务的竞相开

放， 使这个行业愈加热闹非凡。

巨大的财富空间、无处不在的创

新挑动着这个年轻行业最兴奋

的神经，与此同时，也无可避免

地带来了躁动与不安。

事实上， 在这个行业内，能

够排除各种躁音和干扰，脚踏实

地专注A股市场投资的公司并

不多见，华商基金即是其中典型

的代表。 迄今，华商基金已经走

过了9年的风雨历程， 算得上基

金行业的一员老兵， 而同时，她

始终坚守在A股战场，不断创造

着出色的业绩、为持有人奉献着

丰厚的回报。 截至2014年底，华

商基金旗下共管理了21只公募

基金产品，30余只专户产品，且

绝大多数业绩在同类产品中排

名前列。

成功的背后往往意味着无

数的艰辛，相比很多大型基金公

司而言，华商基金并无太多耀眼

的股东背景， 但其幸运之处在

于，股东方对于业绩和规模并未

做过多的要求，始终给予管理层

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使得管理

层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经营管

理，这给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董事长李

晓安所说，华商基金的业绩是长

期专注于A股的心血之花。 这一

目标简单执着，也带来了华商基

金勤劳守信的公司文化，从董事

会到管理层， 再到基金经理，都

将“为持有人赚钱” 作为第一要

务，而规模扩充和多元化业务则

放在其次。

很显然，在A股市场一决高

下， 华商基金依靠的不是更年

轻、更懂潮流的业务团队，而是

缘于对公募基金社会责任的深

刻理解。 根据总经理王锋的介

绍，多年以来，华商基金始终将

优化资源配置视为资产管理行

业最神圣的使命，顺应社会资源

配置的大方向去投资有利于中

国长期发展的产业，“把有限的

资源投给更好的企业，使这些企

业由于我们的持续投资得到更

好的成长，同时投资者在陪伴企

业成长的过程中， 持续获取财

富，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公募基金

的使命” 。

在差异化竞争中发挥所长

经历了跑马圈地的粗放生

长，中国的基金业正进入一个个

性化发展的上升期。随着越来越

多的公募、私募、券商资产管理

公司阵营的扩充，国内投资理财

行业也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激

烈竞争。

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面对行业内风风火火的业务创

新， 无论置身其中还是冷眼旁

观，华商基金从未停止过对自身

发展战略的思考。 从国外基金公

司来看，往往有三种值得借鉴的

成功模式： 一是大百货形式，公

司经长期积累成为规模化的竞

争者；二是多精品店形式；三是

聚焦某个投资类别， 如权益类、

固定收益类，或在指数上。 一番

喧嚣过后，华商基金选择了深耕

A股，发挥专业化优势，做好权

益类和固定收益类品种。

在业内，华商基金是以成长

风格见长的，正如公司总经理王

锋所说，“不赚博弈的钱， 赚企

业成长的钱” ，这已经成为华商

基金上下一致的理念，在华商基

金的投资体系中，也得到了一脉

相承的发展。公司副总经理田明

圣曾说，“如果只是一味积累，

不懂得财富共生，只能抓住短期

收益 ， 而错失长期壮大的机

会” 。 而华商基金副总经理梁永

强也表示，“做投资第一不是赚

股票的钱， 第二不是赚公司的

钱，而是赚产业的钱，赚的是产

业从小到大成长带来的收益。 ”

其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刘宏也认

为，“投资一只好股票和收购一

个好企业是一样的” 。

顺势而为， 和企业一起成

长，这样的投资理念，落到实处

便是更深刻地了解投资对象，

这对投研人员而言， 也意味着

长年累月、披星戴月的调研。 华

商基金投研团队调研的勤勉程

度，堪称业内表率。 在调研中，

华商基金的投研团队并不紧盯

公司的财务报表， 他们会仔细

考察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环节，

甚至深入车间、考察卖场、与研

发人员交流， 全面了解企业的

信息，并与管理者深入交流，形

成对公司中长期发展的直观认

识。 虽然过程有些繁琐，但这是

为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长期的耕耘使华商基金在

权益及固定收益类投资中均形

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并结出了

丰硕的果实。在银河证券2015年

1月1日公布的 《2014年基金管

理公司股票投资管理能力综合

评价报告》中，华商基金在70家

参评基金公司中位列第10，值得

注意的是， 在跻身前十的榜单

中， 华商基金共有10只基金参

评， 是参评基金数量最多的公

司，这充分说明其旗下产品整体

表现相当优异。

凝聚人才的平台优势

中国基金业十多年的发展

历程， 不断面临着各种挑战，其

中最为核心的就是人才的流失：

众多业绩优异的明星基金经理，

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怀抱着各

种不同的理想，奔向私募、保险

资管等其他资产管理行业。 作为

以“人” 为立业之本的财富管理

机构，如何留住人才，便成为摆

在基金公司面前的一道难题。

多年以来，华商基金的投研

团队始终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

这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实属难

得。 据介绍，公司12位基金经理

中， 有11位加入华商基金达3年

以上，核心成员均任职5年以上。

人才的背后是平台，拥有积极开

放的文化、 长期正向的氛围，正

是平台凝聚人才、吸引人才的根

本。 而开放与分享也成为华商基

金最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对于中

型规模的公司而言，这有助于形

成一致的价值观 ， 也能带来

1+1>2的创造力，对于投研团队

的稳定性格外重要。

根据总经理王锋的介绍，华

商基金对基金经理有着充分的

容忍度，基金经理的个性和优势

在开放而交融式的投研气氛中

得到完美发挥。 在华商基金，每

位基金经理有一定的仓位自由

管理权，这是少见的自由度。“我

们想充分激发每个团队的创造

力，也相信基金经理的能力和职

业操守，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认

可，成就感、归属感往往就显得

比金钱激励更重要” 。

华商基金的投研人员，有不

少是公司自己培养的。从助理研

究员、研究员开始，公司会根据

他们不同的特点，规划不同的职

业发展路径：一部分成为基金经

理助理、基金经理；另一部分向

高级研究员、资深研究员发展。

特色鲜明的品牌力量

当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人

群开始打理自己的财富时，资产

管理行业便拥有了更大的舞台。

而作为中国财富人群的新生力

量，这个人群的理财意识萌发得

更早，并且带有更鲜明的个性化

特征。 这也对基金公司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它意味着，基金公司

的差异化竞争不只体现在投资

能力上，还体现在与服务、品牌

相关的各个领域。

随着业绩和规模的提升，华

商基金对于当下的竞争也有了

自己独特的理解。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对公募基金而言，“持

有人至上”不仅仅是为持有人带

来稳健的投资回报，还包括出色

的客户服务。在保证业绩的前提

下，客户服务已成为基金业品牌

差异化竞争的试金石。

近年来， 除了屡屡以业绩

吸引市场的目光外， 华商基金

也将客户服务作为提升品牌竞

争力的重要发力点。 以今年为

例， 华商基金已开展了大大小

小数十场不同规模的线上线下

客户活动：“全力以富” 大规模

的全国巡讲， 华商基金走到了

全国各地投资者的身边， 解疑

答惑； 与凯撒旅游的跨界品牌

合作，使得基金和旅游一样，成

为追求品质的投资者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走进华商” 客

户活动， 为投资者揭开了基金

投资的神秘面纱； 金海螺俱乐

部三八节 “时尚丽人 快乐阅

读” 积分抢兑、 母亲节陶艺

DIY、爱牙日“口腔保健专题积

分兑换” 等活动， 都成为华商

基金品牌营销的重要举措。

除此之外，利用微博、微信

等自媒体平台，华商基金也把与

客户的线上互动做得风生水起。

全景基金品牌研究中心11月1日

发布了 《公募基金品牌微信服

务号影响力榜单》，该榜单以总

阅读数、头条平均阅读数、单篇

平均阅读数、总点赞数为综合指

标，分别赋予不同权重对各公募

基金品牌微信服务号影响力进

行排名，华商基金微信服务号的

影响力在95家基金公司中名列

第7， 充分说明了用户对其品牌

的关注程度。 另外，微信的实时

在线客服是其最近推出的一项

功能，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客户随

时随地咨询、互动、办理业务及

各种个性化服务的需要。

华商基金相关负责人表示，

“过去的金融领域更多是立规

矩让客户遵守,而现在，我们需

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真正以客

户为中心。 为此，我们更加注重

用户体验和客户满意度,在产品

设计、投资流程、销售方式以及

服务内容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

的改变” 。 从资产管理行业的产

品提供商，到提供全方位金融服

务的财富管理伙伴,这也是以华

商基金为代表的众多基金公司

的梦想，而这梦想，在未来或许

还能走得更远。

就规模而言， 华商基金仅属于中型规模的基金公司，

424.38

亿，在

这个被互联网金融拉动、刺激、并极大地激发，从而基金业规模呈现几

何倍数增长的当下，这算不得一个多么惊人的数目；但考察其近年来

所获得的成绩，华商基金在整个基金行业中却显得格外璀璨夺目。

—企业形象—

钟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