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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信老东家 奔私潮流行高调表白

□

本报记者 黄丽

“事了拂衣去，江畔落日圆。 ” 留下一封

文采斐然的基金版《归去来兮辞》，金鹰基金

杨绍基解甲离去，被圈内誉为“最具才情的公

募大牛” 。 自从前“公募一姐” 王茹远那封情

真意切的离职信感动万千投资者后， 公募圈

掀起一波新的流行风潮，奔私时奉书一封，忆

往昔、表衷心。

公募基金圈人事变动向来频繁， 但近几个

月几乎达到了过去几年来的高峰期。根据统计，

2014年以来有215位基金经理离职， 仅12月离

职人数就达到30人。业内人士透露，春节前后基

金圈还将迎来一波离职高峰。事实上，据中国证

券报记者了解， 除了赶上这一波大牛市的契机

外，自身理想驱使、基金公司内部机制等也是让

基金经理“投身绿林”的重要原因。

离职信中暗较高下

上周， 金鹰基金杨绍基一封离职信以其

独特的体裁吸引了众多投资圈内人士的眼

球。 他模仿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自创《归

去来兮文》，文体上仍然属于辞赋，辞藻华丽

大气，辞意明快畅达，同时注意了平仄押韵，

又富有现代感。 有业内人士感叹，基金经理们

也是“蛮拼的” ，在任时要比排名，卸任后还

要拼才情，离职信中也不忘一较高下。

离职信风潮始于前“公募一姐” 王茹远。

其离职后，一篇《王茹远这么说》的文章流

传于坊间，文中写道，“感谢在宝盈大家共聚

一堂觥筹交错不醉不归的日子……更感谢宝

盈每个人默默的付出，燃烧了自己，把光芒

都给了我！ ” 深情告白后又正色探讨公募基

金面临的挑战和对牛市的信心， 张弛有度，

亦庄亦谐。 这封信使王茹远从圈内红到圈

外，名声大噪，随后其火速成立私募基金公

司，已连发多只产品，均遭遇抢购。 据悉，其

中一只私募产品一天就募集了16亿元。

随后， 兴全明星基金经理陈扬帆也决定

“下山去找寻属于自己的江湖” ，在《光阴的

故事》一文中诗意地回忆“漓江边水墨画一

样寻常农家， 以及阳朔大街上同伴们的欢

颜” ，不讲投资讲情怀。数日后，景顺长城副总

经理王鹏辉也写下一篇记叙文 《在不确定的

世界，放下一切》，告别公募行业，决心创业。

上周， 杨绍基已经将告别信提升到文言

文的高度， 圈内人士戏称，“真为下一个计划

写奔私信的基金经理捏把汗。 ”

离职理由多样

近期决绝转身的杨绍基、陈扬帆、邓晓峰等

明星基金经理均崛起于2006-2007年那一波牛

市，在过去八年“也无风雨也无晴” 的资本市场

中摸爬滚打，与老东家互相扶持，正如王茹远所

说，基金公司每个人默默地付出，把光芒都给了

基金经理。 但为什么基金经理仍然选择离开？

分析人士指出，2014年底开始的这一波

牛市给了他们离开的契机， 而更深层次的原

因在于公募的现有制度存在天然缺陷。 据某

大型基金公司内部人员透露， 基金经理平时

收入不高，主要是靠年终奖。 但近两年为了留

住人才， 有些公司开始对年终奖实行 “递延

制” ，比如年终奖分三年递延，第一年可能只

发30%-40%，剩下的分两年发完。 以近期离

职的某位明星基金经理为例，“他在公司内部

已经算是高管了， 公募和社保产品的业绩也

很好，今年年终奖应该有500万元左右，但是

扣税和递延之后， 能拿到手的也就一百多万

元。 ” 上述内部人员向记者表示，以该基金经

理的业绩，在私募能拿到上亿元的提成。

实际上，公募基金公司的这种方法并不能

留住人才，真实的结果是该基金经理舍弃年终

奖，直接离开。当然，基金公司内部的企业文化

也是促使其离开的原因之一。要想真正吸引人

才，公募基金行业必须进行深度改革，而不是

仅仅依靠“技巧” 留人。 在这个高智商人群密

集的行业，惟有真正合理的管理模式和恰当的

激励措施方能使基金公司脱颖而出。

华商价值精选刘宏认为

A股结构性行情将延续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去年风光无限的金融股开始领跌大盘，

券商股今年以来整体跌幅超过15%， 银行股

跌幅近7%，上证综指失守3200点。 与此同时，

创业板指数卷土重来，迎来了近15%的涨幅。

热点乾坤倒转， 市场风格重回成长节奏。 做

“追风少年” 还是“等风来” 的坚守者，市场

分歧骤然升温。 华商基金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刘宏认为，2014年末的上涨是“风动、心动” 。

至于对牛市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

是，今年A股市场很大程度上仍将呈现出一个

结构性行情。

刘宏坚持做坚定的成长投资者， 抓住社

会发展的潮流， 布局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和趋

势的领域，以改革和创新为核心，伴随企业的

成长，不赚博弈的钱。 他说：“长远来看，投资

更大的收益还是来自于优秀企业从小到大的

成长。 所以，我们更愿意聚焦于上市公司和团

队本身，研究企业的基本面，研究它所处的行

业前景、 在行业中的地位、 竞争力是否可持

续、能否成为伟大的企业，而不用太在意它属

于A股市场的哪个板块。 ”

不随风动而心动， 也让刘宏在过去几年里

收获了稳定的收益。根据银河证券的统计，截至

2015年2月2日，刘宏所管理的华商价值精选股

票型基金过去三年收益率达127.01%，在271只

同类产品中名列第6。 新年伊始，该基金同样表

现非凡， 截至2月2日， 便创下了今年以来

14.01%的收益率， 在382只同类产品中名列第

20位。 他所管理的另一只基金———华商创新成

长同样表现不俗，截至2月2日，其今年以来收益

率为13.24%，在126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3。

易方达创新驱动灵活配置基金发售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2015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未来中国

经济要从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相关基金公司瞄准其中的发展机会。 日

前，易方达创新驱动灵活配置基金开始全国

发行，定位于“创新” +“成长” ，主要投资

具备创新驱动力的上市公司，将在包括产品

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

创新、流程创新、组织与制度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 市场创新等维度中寻找投资机会。

该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宋昆，其管理的易方

达新兴成长和易方达科讯今年以来业绩表

现优秀。

通观近期发行的新基金，聚焦新兴产业、

“一带一路” 、 国企改革等创新主题的产品

越来越多。 机构研报显示，从经济发展的基

本规律来讲，创新能力是国家、企业发展的

恒久动力， 而目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

创新涌现，投资机会丰富。 未来中国经济的

增长将会更多依靠企业创新来拉动，国家政

策也会对创新予以更多的支持。 而且，十三

五规划将在四季度发布，预计新兴产业仍将

是规划的重点，成长性公司有望在年内有较

好的表现。

据了解， 宋昆曾在2013年获得金牛基金

奖，历史业绩优秀。 他目前管理的易方达科讯

和易方达新兴成长两只基金业绩突出。 截至

2015年2月4日，开年短短一个月，易方达新兴

成长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达到28.96%， 位列

164只灵活配置型基金第一名；易方达科讯今

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也已达27.41%；位列400只

标准股票型基金第一名。

华夏MSCI中国A股指数

ETF获逾40亿份认购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据业内人士透露，华夏基金MSCI中国

A股指数ETF近期结束募集， 共募集逾40

亿份，其中主要是散户通过券商渠道认购，

显示投资者看好A股后市。

MSCI是全球知名的指数提供商，其

中国A股指数共有518只成分股，相当于

“沪深500” ，比沪深300多了新兴产业和

消费行业， 该指数的成分股根据A股市

场变化而变化，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从过

往业绩来看 ， 该指数从2008年11月至

2014年11月的6年时间里， 不仅跑赢沪

深300指数0.7%，且波动率更低。 此次华

夏基金发行的MSCI中国A股ETF将成为

中国境内上市的首只跟踪国际指数提供

商编制的A股指数的ETF，并将于3月登

陆上交所。

业内人士认为， 投资者热情认购该

ETF，可能是在等“洋风” 来。 据悉，未来纳

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A股指数，在构造

方式上，将与该ETF跟踪的MSCI中国A股

指数类似。

金牛基金指数

年内显著领先市场

□

金牛理财网 何法杰

上周虽有央行降准的利好刺激，以金

融、地产、煤炭、有色等为代表的大盘蓝

筹股票虽在周二出现明显反弹， 但最终

仍不敌空方打压 ， 上证指数大幅下跌

4.19%，重回3000点一线。 而创业板则不

断创出历史新高， 涨幅则达到了3%；中

小板指表现也显著优于大盘指数， 仅微

跌0.35%。

在此形势下，金牛股票20指数、金牛偏

股20指数跌幅则仅为0.61%、0.27%， 持续

优于同期沪深300指数表现。而据金牛理财

网主动偏股型基金指数数据显示， 近一周

其跌幅则达到了0.64%。 与之相较，两条金

牛基金指数均小幅超越同期市场平均水

平， 在同期可比的主动偏股型基金中继续

跻身中上游位置。

金牛理财网偏股型基金指数上周则转

而下跌1.21%，指数股票型基金指数显著逊

于主动偏股型基金指数， 跌幅达到了

2.63%，后者则仅为0.64%：传媒、创业板以

及TMT相关指数基金涨幅居前，而跟踪资

源、能源、地产以及中证100、300价值等大

盘蓝筹指数基金则普遍下挫。 主动型基金

中财通价值动量以10.23%的涨幅居首。 保

本型基金指数则小幅下跌0.41%，货币类基

金指数继续上涨0.06%。

国投瑞银瑞福优先

开放申购

□

本报记者 黄丽

国投瑞银基金公告称， 每半年开放一

次申购的国投瑞银瑞福优先（121007）于

2月6日至2月13日开放申购，本期约定年化

收益率为5.75%， 远高于目前银行6个月定

期存款利率2.55%。

由于具有较高的约定收益率加上免

申购费， 该产品每逢开放申购都颇受投

资人的追捧。 2014年8月开放申购时，该

产品共吸引超15亿申购资金， 最终有效

确认比例为43.89%， 这是该基金份额历

史上的第八次比例配售。 鉴于过往较好

的销售情况， 对此类稳健型产品有兴趣

的投资人可前往工商银行各网点以及国

投瑞银官网直销平台进行购买， 以锁定

未来半年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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