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意识到人才的价值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才能推动基础改革。 正是因为有了股权改
夯实三大平台
中欧基金改制以来， 外界一直好奇公司的大研究平台和策略组 内部的 分 工协作 ， 对此刘建 平解 释
刘建平指出，在外界看来，中欧基金的一系列改革，最容易受到关注的无非 是事 业 部 的分成比 例，但
化了公司管理团队的话语权，才能保证后面事业部和其他重要改革的推进。“
这是一个非
第一步，通过机制改革，吸 引优 到，目前中欧基金的投资团队由不同策略组和共享的大研究平台共同组成。 大研究平台以行业中观驱动 这是一种误解，中欧基金进行这一系列改革，目的是 仿效 海 外百 年投行 和优秀资产 管 理 公司 的经 验，构
中欧基金在改制之初，对公司未来发展已经有着清晰的思路设计。 “
过程。 ”
秀投资人才提升业绩，带动公司业务发展。 第二步，待积累一定规模之后，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打 因素出发的自上而下研究为主，完成各投资策略组共性的研究需求，实现行业全覆盖。 同时，更加专注产 建一个能够代代传承下去的“合伙人” 制度，保障中欧基金长期稳定发展。 “
事业部的这种激励机制，实
基金公司的股权改革方案披露：经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股东会决议 ，公 司股 东 造研究、营销和运营三大平台建设。 ” 刘建平表示，目前公司在短期内发展迅速，已经跻身千亿元规模公 业研究，从行业的基本面变化出发，结合宏观的情况，为投资提供聚焦型研究支持。 策略组自身则专注自 际上也是合伙人制度的有效组成部分，改变过去行业里不合理的资源分配制度，体现了合 伙制的尊 重专
任公司和北京百骏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各10%的股权转 让给股 东以外 的 司行列，各条线业务的突飞猛进使得公司的平台建设受到较大压力，“
正如我们当初所设想的，只有平台 下而上的研究，注重个股深度挖掘，与研究部自上而下的方法相结合，互为补充。 而且，中欧的 多 个策 略 长、尊重贡献的基本原则。 ”
刘建平、周蔚文、许欣和陆文俊。 此次股权转让之后，中欧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保持不变， 建设扎实了，才能支撑公司的多策略组发展，才能在长期形成一个协同的、良性互动的循环上升发展。 ” 组之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保持着一定的沟通频率，相 互借鉴 、分享协 作 ，信息经 过这种 整合处 理 ，被 更
刘建平表示，下一步公司管理层会继续增持公司股权并扩大股权激励范围。 除事业部核心负责人之
亿元，并实现了国有、外资、民营与员工共同持股的 混合 所 有制。 其 中，窦 玉明和刘建 平
刘建平表示，这三大平台建设的意义并 不亚 于事 业部 制，只有建立 了强大的 平台之后，才可以 和前 有效率地吸收。
外，三大平台的核心人员都将成为公司 股 东，从 而 将这 些 核心 人才 转 化为中 欧基 金 的“合伙 人 ” 。 这些
公司注册资本的4.9%；周蔚文和许欣各占公 司 注 册资 本的 4.1%；陆文俊 出 资占 公司注 册 期打造的投资事业部等战略部署形成一个完整的经营系统。 在刘建平眼里，虽然事业部是公司收益的直
“
合伙人” 的股权可以转让，而新增“
合伙人” 则必须得到原有“
合伙人” 多 数的 赞 成 票方可进 入。 通过
构建“
合伙人” 文化
接提供者，但如果没有三大平台的支撑，事业部的运行难以维系，公司发展自然就不可持续。
这种“
合伙人” 机制，将核心骨干员工与公司的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我们
推行事业部基础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量人才加盟之后，为了更 有效 地 整合 资源提 高
以研究平台建设为例，刘建平向记者解释，公司在改制之初就提出未来打造 一个强大 研究平台 的愿
而在股权改革和事业部制稳步推进后，中欧基金公司在构筑新的企业文化 ，以适应 中欧基 金 变革 后 还在不断完善内部机制，除了选拔合伙人外，未来将 通过一 系 列制度安 排，实现 股权 在 团队里的长 期传
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策略组” 制，以公司引进优秀人才的成熟 投资 策略为 基础，组 景。 公司通过改制吸引优秀投资人才，就必须在公司层面提供一个强大的研究平台，才能 保证公司 创造 的新发展。
承，真正打造一个合伙文化。 ”
“从表面来看，中欧基金进行的股权改革和事业部制，解决的是人才激励问题，激发了人才的 主观 能
，实行研究和投资策略的共享，未来在同一策略组下可能会出现多 个 事业部。 与外界 视 长期稳定的优秀业绩。 同时，公司也充分意识到，事业部的改革打破了传统基金公司的投研架构，也在构
“
在这种‘
合伙人’ 机制下，我们对公司的职务体系进行了改造，职务和公司地位不再对等。 比如说，
中欧基金公司致力打造的“
策略组” 制，是期望为最优秀的基金经理们提供一个“
半创业 建一种新的投研文化。 只有通过扁平化的组织改造，形成一个平等高效的投资氛围，才能适应事业 部的 动性并创造了更大的效益。 但如果深入观察，你们就会发现，中欧基金借股权改革和事业部的推动，最根 副总经理虽然是公司高管，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地位比‘合伙人’ 更高。 这样 ，可 以在‘合 伙人 ’ 中营 造一
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共同成长。
公司正是通过这一系
这种机制。 在新的组织架构下，研究平台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要提供研究支持，更是各个策略 本的用意是打造一个长效的‘合伙人’ 机制，将核心骨干变身为‘合伙人’ ，从而 实现稳定 、长期的 发展 。 个平等、高效的氛围，使得‘合伙人’ 机制得到最有效发挥。 ” 刘建平进一步指出，“
股权改革的成功和事业部制的顺利推行，对中欧基金公司的改变是根本性的。 据了解，目 组之间沟通的桥梁和枢纽。 只有通过研究部的这种枢纽和桥梁作用，才能有效地形成思想碰撞 ，及 时把 而对应这个‘合伙人’ 制度，中欧基金正在构建的，就是基于‘
互补、包容、平等、守约’ 的合伙人 文 化。 ” 列制度安排，希望事业部负责人和其他核心成员在整个‘
合伙人’ 团队中取长补短、有 效 协作 ，共同 打造
已经拥有了近十个策略组，涵盖了 价值 、成长 、平衡等多样 化 投资 风 格 ，不仅有 权益类 、 握市场变化，为投资人创造优秀的投资业绩。
总经理刘建平告诉记者。
‘
互补、包容、平等、守约’ 的合伙人文化。 ”
组，也包含了绝对收益和另类投资 策略 组 ，而 其 资 产管理规模 正 突飞猛 进：近 期公募 资
“研究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部门，此前中欧基金公司计划一步步推进，但伴随着公司实力增强，这
“为什么要打造合伙人企业？ 多方面海内外经验表明，资产管理行业高度依赖人才，尤其是优秀的资
“
简单的复制机制是容易的，但是建立一种文化是艰巨 的 ，从根本 上 说只有 这种 优 秀的文化才 能使
1000亿元，达到了改制前的10倍，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壮大之中。 根据WIND数据， 个平台建设的速度会加快，中欧基金将会招揽更多的优秀投研人才加盟，为各策略组提供 更优质的 基础 产管理公司更加重视人才价值。 中欧基金一直思考，吸引人才之后如何通过人才的优势互补来形成一个 企业长期健康的发展，使企业能够传承下来。 这也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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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制” 的新征程
□本报记者 李良
言及中欧基金管理公司近一年来的发展， 总经理刘建
平表现得很欣慰。
“自从改制以来，中欧基金公司的发展，既超出了股东
和管理层的预期，也超越了各事业部负责人的预期。 ” 刘建
平高兴地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这表明对于公募基金行
业来说，机制的改变确实能够极大地释放效率，这也是大家
共同努力的结晶。 ”
据了解，自2014年4月，中欧基金公司初步完成股权改革
以来，吸引了业内多名优秀投资人才加盟，公司各条线业务发
展突飞猛进。 短短一年左右时间，其资产管理规模飞速增长，
业绩表现突出：近期中欧基金公募资产管理规模突破1000亿
元，达到了改制前的10倍，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壮大。 根
据WIND数据，截至2014年底，在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主动权
益类基金规模排名中，中欧基金公司摘得行业桂冠。
不过，虽然规模增长突飞猛进，但在刘建平眼里，中欧
基金公司的新征程才刚刚起步。 未来，中欧基金将致力于打
造一个“互补、包容、平等、守约” 的合伙人文化，并投入相
当的人力、财力进行研究平台、营销平台和运营平台这三大
平台的建设。 “中欧基金机制改革的背后，其本质上是希望
打造一个合伙人制的企业文化， 并以此有效地构建长远的
文化基础。 我们希望中欧基金公司未来可以成为一个代代
传承下去的企业。 ” 刘建平说。

成功“突围战”
2013年8月，此前卸任富国基金
总经理的窦玉明， 正式宣布就职中
欧基金公司董事长。 之后不久，中欧
基金公司筹划已久的股权改革和事
业部改制逐步浮出水面。 “在此之
前， 这是一个历经几年的漫长准备
过程。 改革机制方案的设计是股东
方、 管理层和其他方面长期讨论才
达成的结果， 最后终于在股东的支
持下得以实施。 ” 刘建平表示，尤其
是股权改制涉及到多方利益的重新
设计， 如果没有股东支持是无法做
下去的。 只有充分意识到人才的价
值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才能推动
基础改革。 正是因为有了股权改革
作为基石， 强化了公司管理团队的
话语权， 才能保证后面事业部和其
他重要改革的推进。“这是一个非常
复杂和艰难的过程。 ”
2014年4月， 中欧基金公司的股
权改革方案披露：经中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2014年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百骏
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
各10% 的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自
然人窦玉明、刘建平、周蔚文、许欣和
陆文俊。 此次股权转让之后，中欧基
金公司的注册资本保持不变，仍为人
民币1.88亿元，并实现了国有、外资、
民营与员工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
其中， 窦玉明和刘建平个人出资，各
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9%；周蔚文和许
欣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1%；陆文俊
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
中欧基金在推行事业部基础上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量人才加盟之
后， 为了更有效地整合资源提高效
率，在事业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
了“策略组” 制，以公司引进优秀人
才的成熟投资策略为基础，组建不同
的策略组，实行研究和投资策略的共

中欧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刘建平

享，未来在同一策略组下可能会出现
多个事业部。 与外界视角所不同的
是，中欧基金公司致力打造的“策略
组” 制，是期望为最优秀的基金经理
们提供一个“半创业平台” ，最终实
现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共同成长。
事实证明， 股权改革的成功和
事业部制的顺利推行， 对中欧基金
公司的改变是根本性的。 据了解，目
前中欧基金公司已经拥有了近十个
策略组，涵盖 了 价 值 、 成 长 、 平 衡 等
多样化投资风格，不仅有权益类、固
定收益类策略组， 也包含了绝对收
益和另类投资策略组， 而其资产管
理规模正突飞猛进： 近期公募资产
管理规模突破1000亿元， 达到了改
制前的10 倍，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进
一步壮大之中。 根据WIND数据，截
至2014年底， 在机构投资者持有的
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排名中， 中欧
基金公司摘得行业桂冠。

夯实三大平台
中欧基金在改制之初，对公司未
来发展已经有着清晰的思路设计。
“第一步，通过机制改革，吸引优秀投
资人才提升业绩， 带动公司业务发
展。 第二步，待积累一定规模之后，大
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打造研究、
营销和运营三大平台建设。 ” 刘建平
表示， 目前公司在短期内发展迅速，
已经跻身千亿元规模公司行列，各条
线业务的突飞猛进使得公司的平台
建设受到较大压力，“正如我们当初
所设想的， 只有平台建设扎实了，才
能支撑公司的多策略组发展，才能在
长期形成一个协同的、良性互动的循
环上升发展。 ”
刘建平表示，这三大平台建设的
意义并不亚于事业部制，只有建立了
强大的平台之后，才可以和前期打造
的投资事业部等战略部署形成一个
完整的经营系统。 在刘建平眼里，虽

然事业部是公司收益的直接提供者，
但如果没有三大平台的支撑，事业部
的运行难以维系，公司发展自然就不
可持续。
以研究平台建设为例，刘建平向
记者解释，公司在改制之初就提出未
来打造一个强大研究平台的愿景。 公
司通过改制吸引优秀投资人才，就必
须在公司层面提供一个强大的研究
平台，才能保证公司创造长期稳定的
优秀业绩。 同时，公司也充分意识到，
事业部的改革打破了传统基金公司
的投研架构，也在构建一种新的投研
文化。 只有通过扁平化的组织改造，
形成一个平等高效的投资氛围，才能
适应事业部的这种机制。 在新的组织
架构下， 研究平台建设显得尤为重
要， 因为它不仅要提供研究支持，更
是各个策略组之间沟通的桥梁和枢
纽。 只有通过研究部的这种枢纽和桥
梁作用， 才能有效地形成思想碰撞，
及时把握市场变化，为投资人创造优
秀的投资业绩。
“研 究 是 一 个 需 要 持 续 投 入 的
部门， 此前中欧基金公司计划一步
步推进，但伴随着公司实力增强，这
个平台建设的速度会加快， 中欧基
金将会招揽更多的优秀投研人才加
盟， 为各策略组提供更优质的基础
研究。 ” 刘建平指出，公司未来计划
对于研究的投入比重会是行业的两
倍， 使得中欧基金的研究力量成为
行业翘楚。
中欧基金改制以来，外界一直好
奇公司的大研究平台和策略组内部
的分工协作， 对此刘建平解释道，目
前中欧基金的投资团队由不同策略
组和共享的大研究平台共同组成。 大
研究平台以行业中观驱动因素出发
的自上而下研究为主，完成各投资策
略组共性的研究需求，实现行业全覆
盖。 同时，更加专注产业研究，从行业
的基本面变化出发， 结合宏观的情

况，为投资提供聚焦型研究支持。 策
略组自身则专注自下而上的研究，注
重个股深度挖掘，与研究部自上而下
的方法相结合，互为补充。 而且，中欧
的多个策略组之间并非彼此独立，而
是保持着一定的沟通频率， 相互借
鉴、分享协作，信息经过这种整合处
理，被更有效地吸收。

构建“合伙人” 文化
而在股权改革和事业部制稳步
推进后，中欧基金公司在构筑新的企
业文化，以适应中欧基金变革后的新
发展。
“从表面来看， 中欧基金进行的
股权改革和事业部制，解决的是人才
激励问题，激发了人才的主观能动性
并创造了更大的效益。 但如果深入观
察，你们就会发现，中欧基金借股权
改革和事业部的推动，最根本的用意
是打造一个长效的‘合伙人’ 机制，
将核心骨干变身为‘合伙人’ ，从而
实现稳定、长期的发展。 而对应这个
‘合伙人’ 制度，中欧基金正在构建
的，就是基于‘互补、包容、平等、守
约’ 的合伙人文化。 ” 总经理刘建平
告诉记者。
“为什么要打造合伙人企业？ 多
方面海内外经验表明，资产管理行业
高度依赖人才，尤其是优秀的资产管
理公司更加重视人才价值。 中欧基金
一直思考，吸引人才之后如何通过人
才的优势互补来形成一个长期有效
的机制，最终认为合伙制是最有效的
一种机制。 ” 刘建平表示，合伙制的优
势就是一批各有所长的人才，通过这
种机制彼此平等高效地合作，形成一
个强大的合力，来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壮大。
刘建平指出，在外界看来，中欧
基金的一系列改革， 最容易受到关
注的无非是事业部的分成比例，但
这是一种误解， 中欧基金进行这一

系列改革， 目的是仿效海外百年投
行和优秀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构
建一个能够代代传承下去的 “合伙
人” 制度，保障中欧基金长期稳定发
展。 “事业部的这种激励机制，实际
上也是合伙人制度的有效组成部
分， 改变过去行业里不合理的资源
分配制度， 体现了合伙制的尊重专
长、尊重贡献的基本原则。 ”
刘建平表示， 下一步公司管理
层会继续增持公司股权并扩大股权
激励范围。 除事业部核心负责人之
外， 三大平台的核心人员都将成为
公司股东， 从而将这些核心人才转
化为中欧基金的 “合伙人” 。 这些
“合伙人” 的股权可以转让，而新增
“合伙人” 则必须得到原有 “合伙
人” 多数的赞成票方可进入。 通过这
种“合伙人” 机制，将核心骨干员工
与公司的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建立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还在
不断完善内部机制， 除了选拔合伙
人外，未来将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
实现股权在团队里的长期传承，真
正打造一个合伙文化。 ”
“在这种‘合伙人’ 机制下，我们
对公司的职务体系进行了改造，职务
和公司地位不再对等。 比如说，副总
经理虽然是公司高管，但并不意味着
他的地位比‘
合伙人’ 更高。 这样，可
以在‘合伙人’ 中营造一个平等、高
效的氛围，使得‘合伙人’ 机制得到
最有效发挥。 ” 刘建平进一步指出，
“公司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安排，
希望事业部负责人和其他核心成员
在整个‘合伙人’ 团队中取长补短、
有效协作，共同打造‘互补、包容、平
等、守约’ 的合伙人文化。 ”
“简单的复制机制是容易的，但
是建立一种文化是艰巨的，从根本上
说只有这种优秀的文化才能使企业
长期健康的发展，使企业能够传承下
来。 这也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