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基金张宗友：组合拳护航权益类特色

本报记者 曹乘瑜

海通商务中心号称“商务 ” ，但与金融街相比 ，却是闹中取静 ，有着喷泉柔波和绿植环绕。 就在其错落有致的小别墅中 ，坐落着新华基金。 和其地理位置一样，新华基金的行业地位也别具特色，虽规模中等，但其权益类业绩却多年拔尖 。

迄今为止 ，新华基金已经捧走了多个金牛奖。 2014年，新华基金与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合作，发展固定收益类产品 ，同时子公司业务也迅速拓展至 400多亿，看似要走上多元化发展道路，但没想到，其权益类基金业绩仍然令业内羡慕 ，当年再度囊获 4项金牛奖 ，不仅斩获“2014年金牛进取奖” ，其余所获单项均是中长期绩优权益类基金：新华优选分红、新华钻石品质、新华行业轮换等3只产品均获评“三年期金牛基金” 。

上任两年多的新华基金总经理张宗友表示，不断提升权益类基金投研水平体现了公募的核心竞争能力 ，新华基金将采取组合拳，维持权益类特色：一方面 ，不仅在人力、财力等资源上向投研团队倾斜，保持多年来公司形成的投资特色和人才培养机制 ；另一方面，公司也将进一步完善考核激励办法，建设包括员工股权激励在内的多层次激励约束体系，以适应行业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

在当前背景下，公募人才如流水般汩汩流向私募 ，张宗友认为，牛短熊长仍然是我国股票交易市场未来相当长时间的典型特征，“奔私潮” 只是特定行情下的产物，公募的良好平台支持仍然是重要优势，私募的机制也并不适合所有人。

作为一家中型基金公司的管理者 ，张宗友主张基金规模和业绩不能偏废 。 行情好的时候，在注重快速扩大规模的同时，也必须将基金业绩放在重要地位。 为客户赚钱才是硬道理。 在引导基金经理关注市场和客户 、努力做大规模的同时 ，也始终把不断提升投资业绩作为根本。 同时，他认为，新品种和新领域也是中小基金弯道超车的好机会。 2014年 ，新华基金在固定收益类投资等方面发展较快，未来还将继续在其他业务领域提前准备 ，储备机会。

组合拳护航权益类特色

从近年新华基金的所获奖项来看 ，其业绩表现十分稳定 。 获得“2014年度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的新华优选分红基金成立近 10年，累计收益超过 758%；获得“2014年度三年期开放式股票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的新华行业周期轮换基金成立近5年 ，累计收益近300%。 公司旗下老将、投资总监崔建波，加入公募6年来，便一直“钟情 ” 于新华基金，根据好买基金的数据，其从业年均业绩回报高达53 .63%。

目前，新华基金有 30多人的投研团队 ，张宗友透露，其中绝大部分核心成员都是公司自身培养 。 “有了好的适合自己的机制，就能够保持研究和投资的紧密结合 ，既能使我们的投资队伍及时得到补充 ，保持队伍的稳定 ，也能使研究真正为投资服务。 ” 张宗友说 。

新华旗下基金投资风格各有特色，崔建波 、李昱、桂跃强风格稳健但不失灵活，贲兴振、李会忠等更年轻的基金经理则以灵活配置见长。 张宗友介绍 ，新华基金鼓励每个基金经理根据自身特长来发挥投资优势，这样在基金产品不断增多 、市场行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公司良好的业绩水平。 例如 ，在今年前5个多月的成长股行情中，虽然风格不同，但李会忠管理的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业绩达 160%，崔建波管理的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基金也达到130%。

“未来，新华基金还将继续加大对投研的资源倾斜 ，加快内部人才培养。 ” 张宗友说。

据悉，为稳定投研人才，今年新华基金将在股东支持下开展股权激励计划 ，并将采取分步走的方式 ，从核心人员持股，逐渐过渡到全员持股 。

为了强化员工持股的激励作用，新华基金计划挂牌新三板，成为一家公众公司。 张宗友介绍 ，挂牌新三板，不仅能强化员工持股的激励效果 ，也能提升公司的市场形象和口碑，提高公司的风控能力和管理水平，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和影响力，推动公司的快速发展。

“做大资产规模是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是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石 。 ” 近一年来 ，在出色的业绩下，新华基金的规模已经迅速提升。 根据Wind数据，目前新华基金规模近300亿，排名中等 。 为了进一步促进基金规模的快速提升 ，新华基金将调整基金经理的考核模式，并强化产品的销售能力 。 张宗友认为，对基金经理的考核应该规模和业绩两手抓 ，规模小容易出业绩，但即使业绩好，基金经理也很难获得市场认可，难以打造个人号召力 ，所以基金经理也有做大规模的内在需求 。 只注重规模，只按管理费提成激励也不行，没有业绩支撑也很难走远。 不同的市场环境，基金经理对规模和业绩的关注度有很大的差异 ，牛市看到的更多是规模 ，熊市关注的更多是业绩 。

而酒香也怕巷子深。 基金业绩好，也必须要有好的销售团队，让更多的投资者知道并认可新华基金的产品 。 所以，强化销售队伍建设 ，提高产品的销售能力，对于公司来讲也很关键。

公募行业优势明显

在中国经济转型改革背景下，A股“长牛” 观点普遍。 从 2014年下半年开始，又一轮A股全面繁荣来临，截至6月12日 ，上证指数自去年7月牛市启动以来，涨幅达到150%，同期创业板指数上涨193%。 巨大的赚钱效应让私募赚得盆满钵满，公募“奔私潮” 几乎天天上演。 不仅大佬、高管离职 ，连中后台人员 、投研小兵也开始“奔私” 。

作为公募基金的管理者 ，张宗友认为，“奔私潮” 不可能长期持续。 首先 ，“奔私” 不可能适合每一个投资人才。 尤其对于年轻投研人员而言 ，牛市诱惑可以理解，但一旦到了熊市，没有穿越牛熊的投资经验 、也没有成熟的管理经验 ，不利于基业长青。 另外，公募基金有平台支撑，对于一些不擅长管理和销售的投资人才而言，公募环境或许更合适 。

他认为，中国股市牛短熊长的格局很难改变，这对于私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 牛市过后 ，可能只有极少数的私募能够持续发展 ，多数可能会销声匿迹。 一些人员去做私募，本身就是抱着牛市捞一把的投机想法 ，其实成功者寥寥。 公募基金虽然受到了“奔私潮 ” 的冲击 ，但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规模急剧增长和业绩的突出表现已经说明 ，公募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和完善的机制 ，能够经受住市场牛熊变化，发展前景广阔。

中小公司新领域机遇更大

2014年，新华基金屡屡出现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因为这一年，新华基金在互联网金融的风口上，屡创佳绩 。 去年3月份，新华基金上报一只名为“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型” 产品，成为蚂蚁金服（前身为阿里小微）招财宝上向互联网用户推出的首只保本混合基金产品。 其后的9月，新华基金再度与腾讯理财通合作，推出新华财富金 30天理财债券基金。

作为一家中小型基金，能够迅速与两大互联网平台合作 ，可见新华基金在新领域和新品种上的发展决心 。 张宗友表示，因为起点差不多，新业务和新品种对中小基金公司来说机遇更大。

2014年，新华基金根据市场变化，逐步加大对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研发力度，推出了顺应市场、适合投资者多层次需求的固定收益类产品 ，为公司规模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 短短一年多时间 ，新华基金已经有8只固定收益率产品，无论是互联网品种还是传统债券基金，都取得了靓丽的业绩。 固定收益部总监兼明星基金经理于泽雨、明星基金经理姚秋业绩优异。 2014年，新华基金旗下两只债券基金业绩排进前十名，当年成立的保本基金阿里一号更以 32 .6%的业绩排在同类产品第一位。

张宗友认为，客户的需求是多样的 ，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是公司业务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 开展固定收益类业务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互联网思维为业务的发展插上了翅膀。

在专户业务方面 ，新华基金也积极拓展业务领域 ，开发更为灵活丰富的财富管理工具，发掘新的盈利增长点，加快向现代财富管理机构的转型，并力争在主动管理类产品方面实现跨越。

对于新业务，张宗友表示 ，公司将“提前准备 、储备机会、等待时机、及时推出” ，并努力在产品创新和渠道创新方面取得成效，促进公司业务大发展。

张宗友对此充满信心。

简介

张宗友，硕士研究生。 历任内蒙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营业部的筹建 、管理工作 ；太平洋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经纪业务；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管理人力资源、信息技术 、经纪业务等事务 ；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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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公司新领域

机遇更大

2014年， 新华基金屡屡出现在舆论的风

口浪尖，因为这一年，新华基金在互联网金融

的风口上，屡创佳绩。去年3月份，新华基金上

报一只名为 “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型” 产

品，成为蚂蚁金服（前身为阿里小微）招财宝

上向互联网用户推出的首只保本混合基金产

品。 其后的9月，新华基金再度与腾讯理财通

合作，推出新华财富金30天理财债券基金。

作为一家中小型基金， 能够迅速与两大

互联网平台合作， 可见新华基金在新领域和

新品种上的发展决心。张宗友表示，因为起点

差不多， 新业务和新品种对中小基金公司来

说机遇更大。

2014年，新华基金根据市场变化，逐步

加大对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研发力度，推出了

顺应市场、适合投资者多层次需求的固定收

益类产品， 为公司规模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短短一年多时间， 新华基金已经有8只固定

收益率产品，无论是互联网品种还是传统债

券基金，都取得了靓丽的业绩。 固定收益部

总监兼明星基金经理于泽雨、明星基金经理

姚秋业绩优异。 2014年，新华基金旗下两只

债券基金业绩排进前十名，当年成立的保本

基金阿里一号更以32 . 6%的业绩排在同类产

品第一位。

张宗友认为，客户的需求是多样的，更好

的满足客户需求是公司业务创新发展的动力

源泉。 开展固定收益类业务丰富了公司的产

品线，互联网思维为业务的发展插上了翅膀。

在专户业务方面，新华基金也积极拓展

业务领域， 开发更为灵活丰富的财富管理工

具，发掘新的盈利增长点，加快向现代财富管

理机构的转型， 并力争在主动管理类产品方

面实现跨越。

对于新业务，张宗友表示，公司将“提前

准备、储备机会、等待时机、及时推出” ，并努

力在产品创新和渠道创新方面取得成效，促

进公司业务大发展。

张宗友对此充满信心。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组合拳护航权益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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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乘瑜

海通商务中心号称“商务” ，但与金融街相比，却是闹中取静，有着喷泉柔波

和绿植环绕。 就在其错落有致的小别墅中，坐落着新华基金。 和其地理位置一样，

新华基金的行业地位也别具特色，虽规模中等，但其权益类业绩却多年拔尖。

迄今为止，新华基金已经捧走了多个金牛奖。 2014年，新华基金与阿里、腾讯

等互联网合作，发展固定收益类产品，同时子公司业务也迅速拓展至400多亿，看

似要走上多元化发展道路，但没想到，其权益类基金业绩仍然令业内羡慕，当年再

度囊获4项金牛奖，不仅斩获“2014年金牛进取奖” ，其余所获单项均是中长期绩

优权益类基金： 新华优选分红、 新华钻石品质、 新华行业轮换等3只产品均获评

“三年期金牛基金” 。

上任两年多的新华基金总经理张宗友表示，不断提升权益类基金投研水平体

现了公募的核心竞争能力，新华基金将采取组合拳，维持权益类特色：一方面，不

仅在人力、财力等资源上向投研团队倾斜，保持多年来公司形成的投资特色和人

才培养机制；另一方面，公司也将进一步完善考核激励办法，建设包括员工股权激

励在内的多层次激励约束体系，以适应行业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

在当前背景下，公募人才如流水般汩汩流向私募，张宗友认为，牛短熊长仍

然是我国股票交易市场未来相当长时间的典型特征，“奔私潮” 只是特定行情下

的产物，公募的良好平台支持仍然是重要优势，私募的机制也并不适合所有人。

作为一家中型基金公司的管理者，张宗友主张基金规模和业绩不能偏废。 行

情好的时候，在注重快速扩大规模的同时，也必须将基金业绩放在重要地位。为客

户赚钱才是硬道理。在引导基金经理关注市场和客户、努力做大规模的同时，也始

终把不断提升投资业绩作为根本。同时，他认为，新品种和新领域也是中小基金弯

道超车的好机会。 2014年，新华基金在固定收益类投资等方面发展较快，未来还

将继续在其他业务领域提前准备，储备机会。

组合拳

护航权益类特色

从近年新华基金的所获奖项来看，

其业绩表现十分稳定。 获得“2014年度

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

金” 的新华优选分红基金成立近10年，

累计收益超过758%； 获得 “2014年度

三年期开放式股票型持续优胜金牛基

金” 的新华行业周期轮换基金成立近5

年，累计收益近300%。 公司旗下老将、

投资总监崔建波，加入公募6年来，便一

直“钟情” 于新华基金，根据好买基金

的数据 ， 其从业年均业绩回报高达

53 . 63%。

目前， 新华基金有30多人的投研团

队，张宗友透露，其中绝大部分核心成员

都是公司自身培养。 “有了好的适合自

己的机制， 就能够保持研究和投资的紧

密结合， 既能使我们的投资队伍及时得

到补充，保持队伍的稳定，也能使研究真

正为投资服务。 ” 张宗友说。

新华旗下基金投资风格各有特色，

崔建波、李昱、桂跃强风格稳健但不失

灵活，贲兴振、李会忠等更年轻的基金

经理则以灵活配置见长。 张宗友介绍，

新华基金鼓励每个基金经理根据自身

特长来发挥投资优势，这样在基金产品

不断增多、 市场行情不断变化的情况

下，才能保持公司良好的业绩水平。 例

如，在今年前5个多月的成长股行情中，

虽然风格不同，但李会忠管理的新华鑫

利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业绩达160% ，崔

建波管理的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基金也

达到130%。

“未来，新华基金还将继续加大对投

研的资源倾斜，加快内部人才培养。 ” 张

宗友说。

据悉，为稳定投研人才，今年新华基

金将在股东支持下开展股权激励计划，

并将采取分步走的方式， 从核心人员持

股，逐渐过渡到全员持股。

为了强化员工持股的激励作用，新

华基金计划挂牌新三板， 成为一家公众

公司。 张宗友介绍，挂牌新三板，不仅能

强化员工持股的激励效果， 也能提升公

司的市场形象和口碑， 提高公司的风控

能力和管理水平， 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

和影响力，推动公司的快速发展。

“做大资产规模是提高公司市场竞

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是提升公司

盈利能力和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基

石。 ” 近一年来，在出色的业绩下，新华

基金的规模已经迅速提升。 根据Wind数

据，目前新华基金规模近300亿，排名中

等。 为了进一步促进基金规模的快速提

升， 新华基金将调整基金经理的考核模

式， 并强化产品的销售能力。 张宗友认

为， 对基金经理的考核应该规模和业绩

两手抓，规模小容易出业绩，但即使业绩

好，基金经理也很难获得市场认可，难以

打造个人号召力， 所以基金经理也有做

大规模的内在需求。 只注重规模，只按管

理费提成激励也不行， 没有业绩支撑也

很难走远。 不同的市场环境，基金经理对

规模和业绩的关注度有很大的差异，牛

市看到的更多是规模， 熊市关注的更多

是业绩。

而酒香也怕巷子深。 基金业绩好，也

必须要有好的销售团队， 让更多的投资

者知道并认可新华基金的产品。所以，强

化销售队伍建设，提高产品的销售能力，

对于公司来讲也很关键。

公募行业优势明显

在中国经济转型改革背景下，A股 “长

牛” 观点普遍。 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又一轮

A股全面繁荣来临，截至6月12日，上证指数

自去年7月牛市启动以来，涨幅达到150%，同

期创业板指数上涨193%。 巨大的赚钱效应让

私募赚得盆满钵满，公募“奔私潮” 几乎天天

上演。不仅大佬、高管离职，连中后台人员、投

研小兵也开始“奔私” 。

作为公募基金的管理者，张宗友认为，

“奔私潮” 不可能长期持续。 首先，“奔私”

不可能适合每一个投资人才。 尤其对于年

轻投研人员而言，牛市诱惑可以理解，但一

旦到了熊市，没有穿越牛熊的投资经验、也

没有成熟的管理经验，不利于基业长青。 另

外，公募基金有平台支撑，对于一些不擅长

管理和销售的投资人才而言， 公募环境或

许更合适。

他认为， 中国股市牛短熊长的格局很难

改变，这对于私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牛

市过后， 可能只有极少数的私募能够持续发

展， 多数可能会销声匿迹。 一些人员去做私

募，本身就是抱着牛市捞一把的投机想法，其

实成功者寥寥。 公募基金虽然受到了“奔私

潮” 的冲击，但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规模急剧

增长和业绩的突出表现已经说明， 公募凭借

其自身的优势和完善的机制， 能够经受住市

场牛熊变化，发展前景广阔。

张宗友，硕士研究生。 历任内蒙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营业部的筹

建、管理工作；太平洋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经纪业务；恒泰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管理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经纪业务等事务；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