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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策略并行，打造全天候资产管理公司

从第一家基金公司成立到现在， 公募行业

已经走过18个年头。而作为第三批设立、第30家

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 广发基金在过去十年凸

显高速成长的发展态势。 提及未来的发展愿景，

林传辉多次谈到，将打造“具备多元投资能力、

有资产配置能力的综合型资产管理公司” 。

“广发基金旗下公募规模的增长，是分享行

业快速发展的成果。” 林传辉说，过去十年，基金

行业处于快速发展期， 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规

模均出现大幅增长。 同时， 由于较好的投资收

益，基金成为居民重要的理财方式。 Wind统计

显示，截至2016年3月31日，成立满10年的主动

权益基金平均累计收益为446%。 其中有三成产

品的累计收益率在500%以上。 成立满5年和满3

年的主动权益基金， 平均累计收益率分别为

102%、92.2%， 四成产品的累计收益率在300%

以上。

然而，靓丽的业绩属于过去，站在经济结构

转型的当下， 基金管理公司在践行为持有人资

产保值增值责任时，面临更多的挑战。 这种挑战

一方面表现在，伴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投资者

的资产配置需求更为多元化， 但基金公司的投

资能力主要集中在股票、债券市场。 另一方面则

体现为公募基金产品的业绩波动较大， 策略局

限导致避险能力不足。

今年以来不同资产的差异化表现， 就凸显

了资产配置的重要性。“今年上半年股债类基金

表现低迷， 但黄金类主题基金仍然有不错的收

益，如果配置大宗商品收益会更好。 ” 林传辉表

示，不同资产在不同时期的收益会有明显差异，

如果投资能力不够丰富，就会错失良机。

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 也对资产管理行

业带来较大影响。 林传辉指出，过去30年，经济

高速增长， 公募基金行业通过基本面选股策略

分享企业成长的红利。 但当前经济增长进入换

挡期， 只靠单一基本面研究的投资方式来进行

投资，已经越来越难。 于是，锻造全天候投资能

力，成为每一家优秀基金公司追求的目标，广发

基金也在朝这个目标努力。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

广发基金旗下公募基金数量达到94只， 涵盖主

动权益、被动指数、大数据、量化对冲、QDII等完

善产品线，其中ETF产品11只，被赞誉为业内最

全的行业ETF提供商、 海外被动产品最全的产

品提供商。

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2015年年中，广发基

金率先在业内成立了资产配置小组， 成员由权

益、债券、量化、另类投资和宏观策略等优秀的

投资人才组成。 资产配置小组的设立，意在锻造

广发基金的大类配置能力， 为机构和个人提供

资产配置方案、投资顾问服务等。

林传辉总结表示， 广发基金的目标是打造

大类资产配置平台。“目前我们的底层资产布局

初步成形，但在大宗商品、PE、资产证券化等另

类资产的培育仍处于起步阶段。 同时，公司国际

化的进程还在延续，从外延上还没有走完。 另一

方面， 公司的资产配置能力还处在不断提升的

过程中。 ” 随着底层资产逐步完备，各类资产的

投资能力逐步提升，资产配置能力增强，广发基

金未来有望成为一家具备全天候投资能力的综

合型资产管理公司。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林传辉：谋定而后动 稳健而远行

□本报记者 常仙鹤

“看准再做，不熟悉的慢慢做，做就要好

好做。” 这是广发基金总经理林传辉经常说的

一句话，也是广发基金人十多年来稳扎稳打、

求真务实风格的真实写照。 十多年间，波诡云

谲的资本市场， 从热闹喧嚣到烟花易冷几经

轮回， 广发基金一路走来， 始终选择坚守理

性，谋定后动，稳健而远行。

截至2015年年底，广发基金公募资产管

理规模已连续十年稳居行业前10名， 相比

2005年， 管理规模增长35倍至3300亿元。

2015年，广发基金旗下22只主动管理的权益

类基金算术平均收益率为52.25%，在前十大

基金公司中位列第6位； 旗下7只主动管理的

债券基金算术平均收益率为17.59%，在前十

大基金公司中位列榜首。 2015年，广发基金

凭借综合实力，第五次斩获“金牛基金管理公

司” 的荣誉。

凭借深厚的沉淀，面对新经济、新常态下

的市场环境，林传辉指出，广发基金将积极拥

抱新资产、新策略、新市场，以变革创新谋求

发展。 广发基金将以量化对冲、资产证券化等

另类投资、国际投资等业务为抓手，不断提升

多元化管理水平，锻造全天候投资能力，满足

市场不断丰富的投资需求。

不赶热闹，布局服从大战略

自2003年8月成立以来，广发基金已走过

13个年头，而从2005年开始，广发基金的资产

规模与管理水平就一直稳居行业前列。 林传

辉曾多次说：“广发基金在公司经营上始终秉

持一个理念：没有准备好的先不做，准备好了

再做，要做就要做好。” 在业内看来，正是在这

样的理念感召下， 广发基金这只大船才能平

稳航行。

2015年上半年股市最红火的时候，广

发基金并没有跟随市场风潮发行主动管理

的权益类产品， 却选择布局一批行业ETF

产品。 相比彼时主动权益类基金动辄上百

亿的募集规模， 行业ETF的规模只有几亿

至十几亿， 外界人士乃至公司内部人士均

大为不解。

“几年前就想好的事情，不会因为短期市

场热点而跟风布局新产品。 ” 林传辉说，过去

多次牛熊转换的教训是， 当市场进入过度炒

作时，往往距离行情结束已不远。 如果公司追

随市场热点上报新产品， 等产品批下来，

“风” 已经停了，还不如老老实实按照既定规

划推进产品布局。 据了解，广发基金早在4年

前就确定完备产品提供商的战略定位， 因此

2015年也按照既定战略丰富底层工具和策略

布局， 发行了一批跟踪不同行业和主题的被

动产品。

资料显示，作为综合型基金管理公司，广

发基金在过去几年打造了行业最全的ETF产

品线，仅跟踪国内市场的被动产品就有25只，

产品线不仅涵盖沪深300、中证500、中小板

等宽基指数， 还包括全部一级行业指数以及

养老、 环保等主题指数及百发100策略指数。

这些被动产品大多以ETF及其联接基金方式

布局，为机构投资者把握行业轮动、板块轮动

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标的。

事实上，广发基金并不是第一次经受市

场的“诱惑” ，也并不是第一次在取舍之间

做出抉择。2005年上证指数跌到900多点，低

风险基金大行其道，中短债基金成为弱市的

一匹“黑马” ，相关基金首发募集规模达到

100多亿， 而广发小盘成长首发募集规模仅

有十几亿，有同事看到这一幕很着急，多次

建议公司发行中短债基金，而林传辉认为公

司当时在固收领域既不熟悉也缺乏人才，短

期内不跟风布局中短债基金。 后来事实也证

明，中短债因不适应市场需求风光不再并纷

纷转型退出。

2007年， 多家大型基金公司纷纷上报

QDII产品，首批QDII产品更是创下天量发行

纪录，广发基金同样没有跟风仓促上马。 直到

2008年金融危机后，市场回归理性，广发基金

才开始筹备QDII产品的发行。 2010年8月，广

发基金推出旗下第一只主动管理的QDII基

金。 Wind统计显示， 自2011年5月28日至

2016年5月27日，广发全球精选5年累计收益

率为54.25%，在所有主动管理的QDII基金中

名列第一。

记者注意到，自成立以来发展至今，广发

基金不曾因为错过某种业务一朝一夕的爆发

而掉队，相反，在求真务实的业务发展理念指

导下，广发基金在股票、债券、QDII、量化等领

域均取得出色成绩。

据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广

发基金主动管理的权益类产品最近一年和最

近三年的算术 平 均 收 益 率 为 52.25% 和

93.42%； 主动管理的债券类产品最近一年和

最近三的算术平均 收 益 率 为 16.81% 和

28.26%%，在前十大基金公司中分别排名第1

位和第8位；QDII基金表现尤其出色， 最近一

年和最近三年的算术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7.31%和50.72%， 分别在所有基金公司中名

列第2位和第1位。

与时俱进，变革保持活力

在前十大基金管理公司中， 广发基金的人

才队伍以稳定著称。 其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平均

司龄达到8年，从投资、研究到中后台人员均相

对稳定，离职率在业内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林传

辉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 广发基金坚持内部培

养机制，强调团队精神，形成了协同合作、共同

成长的文化氛围。

近年来“人才荒” 的问题日渐成为基金公

司发展的掣肘因素。 Wind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2016年一季度， 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的基金

经理共有1352名， 而公募基金产品数量达到

2899只，平均每个人要管两只基金，而实际上，

明星基金经理的负担更重。 与此同时，私募基金

的制度优势也频频吸引公募基金人才外流，倒

逼公募基金的人才激励制度不断完善。

“我们在公司十几年的文化积淀基础上，对

激励机制做了一些改良，更为市场化，偏向一线

骨干和优秀人才， 但并没有照搬一些基金公司

事业部制的做法。 同时，在文化积淀上也做了一

些提升，更加强调团队互相支持。” 林传辉直言，

公司欣赏明星基金经理等优秀人才， 但同时也

强调团队合作，强调企业文化，强调人才的自主

培养。 他认为，公募基金属于智力密集型行业，

相比其他的资产管理公司仍然有其自身的平台

和制度优势。

“广发基金鼓励人才发挥个性化投资能

力。 ” 林传辉进一步介绍，当前公募基金产品存

在同质化问题，随着经济步入结构转型期，向新

资产、新策略、新市场求变，成为基金公司发展

的重要选择。 基金公司培育人才的思路也必须

打开，在传统股票投资能力的基础上，广发基金

近年来尤为重视引进具备新策略、 新工具投资

能力的人才。

为了便于管理和发挥各类投资的长处，广

发基金在内部架构上进行了调整， 对投资部门

进行更细化的划分，包括权益投资、固定收益、

国际业务、数量投资、量化投资、数据策略投资

及另类投资。 以量化业务为例，早在2011年，广

发基金就从海外引进量化对冲人才， 积累了一

系列绝对收益策略， 并形成一套量化团队管理

办法。 如今， 旗下量化产品展现出业绩长期稳

定、规模持续增长的突出优势，走在行业前列。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林传辉：谋定而后动 稳健而远行

本报记者 常仙鹤

“看准再做 ，不熟悉的慢慢做，做就要好好做 。 ” 这是广发基金总经理林传辉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广发基金人十多年来稳扎稳打、求真务实风格的真实写照。 十多年间 ，波诡云谲的资本市场，从热闹喧嚣到烟花易冷几经轮回 ，广发基金一路走来，始终选择坚守理性，谋定后动，稳健而远行。

截至2015年年底，广发基金公募资产管理规模已连续十年稳居行业前 10名，相比 2005年，管理规模增长 35倍至3300亿元。 2015年，广发基金旗下22只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算术平均收益率为52.25%，在前十大基金公司中位列第 6位；旗下 7只主动管理的债券基金算术平均收益率为17.59%，在前十大基金公司中位列榜首。 2015年，广发基金凭借综合实力，第五次斩获“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的荣誉。

凭借深厚的沉淀 ，面对新经济、新常态下的市场环境，林传辉指出，广发基金将积极拥抱新资产、新策略、新市场，以变革创新谋求发展。 广发基金将以量化对冲 、资产证券化等另类投资、国际投资等业务为抓手，不断提升多元化管理水平，锻造全天候投资能力，满足市场不断丰富的投资需求。

不赶热闹 ，布局服从大战略

自2003年8月成立以来，广发基金已走过 13个年头，而从2005年开始，广发基金的资产规模与管理水平就一直稳居行业前列。 林传辉曾多次说：“广发基金在公司经营上始终秉持一个理念：没有准备好的先不做 ，准备好了再做，要做就要做好。 ” 在业内看来，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感召下，广发基金这只大船才能平稳航行。

2015年上半年股市最红火的时候，广发基金并没有跟随市场风潮发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产品，却选择布局一批行业ETF产品。 相比彼时主动权益类基金动辄上百亿的募集规模，行业ETF的规模只有几亿至十几亿 ，外界人士乃至公司内部人士均大为不解 。

“几年前就想好的事情，不会因为短期市场热点而跟风布局新产品。 ” 林传辉说，过去多次牛熊转换的教训是，当市场进入过度炒作时，往往距离行情结束已不远。 如果公司追随市场热点上报新产品，等产品批下来，“风 ” 已经停了，还不如老老实实按照既定规划推进产品布局。 据了解 ，广发基金早在 4年前就确定完备产品提供商的战略定位 ，因此2015年也按照既定战略丰富底层工具和策略布局，发行了一批跟踪不同行业和主题的被动产

品。

资料显示，作为综合型基金管理公司，广发基金在过去几年打造了行业最全的ETF产品线，仅跟踪国内市场的被动产品就有25只 ，产品线不仅涵盖沪深 300、中证500、中小板等宽基指数 ，还包括全部一级行业指数以及养老、环保等主题指数及百发100策略指数。 这些被动产品大多以ETF及其联接基金方式布局，为机构投资者把握行业轮动、板块轮动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标的。

事实上，广发基金并不是第一次经受市场的“诱惑 ” ，也并不是第一次在取舍之间做出抉择。 2005年上证指数跌到900多点，低风险基金大行其道，中短债基金成为弱市的一匹“黑马” ，相关基金首发募集规模达到100多亿 ，而广发小盘成长首发募集规模仅有十几亿，有同事看到这一幕很着急，多次建议公司发行中短债基金，而林传辉认为公司当时在固收领域既不熟悉也缺乏人才 ，短期内不跟风布局中短债基金。 后来事实也证明，中短债因

不适应市场需求风光不再并纷纷转型退出。

2007年，多家大型基金公司纷纷上报QDII产品，首批QDII产品更是创下天量发行纪录，广发基金同样没有跟风仓促上马 。 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市场回归理性，广发基金才开始筹备QDII产品的发行。 2010年8月，广发基金推出旗下第一只主动管理的QDII基金。 Wind统计显示，自2011年5月 28日至2016年 5月27日，广发全球精选5年累计收益率为54.25%，在所有主动管理的QDII基金中名列第一。

记者注意到，自成立以来发展至今，广发基金不曾因为错过某种业务一朝一夕的爆发而掉队，相反 ，在求真务实的业务发展理念指导下，广发基金在股票、债券、QDII、量化等领域均取得出色成绩。

据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广发基金主动管理的权益类产品最近一年和最近三年的算术平均收益率为52.25%和 93.42%；主动管理的债券类产品最近一年和最近三的算术平均收益率为 16.81%和28.26%%，在前十大基金公司中分别排名第1位和第8位 ；QDII基金表现尤其出色，最近一年和最近三年的算术平均收益率分别为7.31%和50.72%，分别在所有基金公司中名列第2位和第1位 。

与时俱进 ，变革保持活力

在前十大基金管理公司中，广发基金的人才队伍以稳定著称。 其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平均司龄达到 8年，从投资、研究到中后台人员均相对稳定，离职率在业内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林传辉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广发基金坚持内部培养机制 ，强调团队精神，形成了协同合作、共同成长的文化氛围。

近年来“人才荒” 的问题日渐成为基金公司发展的掣肘因素。 Wind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2016年一季度 ，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的基金经理共有1352名，而公募基金产品数量达到 2899只，平均每个人要管两只基金，而实际上，明星基金经理的负担更重。 与此同时，私募基金的制度优势也频频吸引公募基金人才外流，倒逼公募基金的人才激励制度不断完善。

“我们在公司十几年的文化积淀基础上，对激励机制做了一些改良，更为市场化，偏向一线骨干和优秀人才 ，但并没有照搬一些基金公司事业部制的做法。 同时，在文化积淀上也做了一些提升，更加强调团队互相支持。 ” 林传辉直言 ，公司欣赏明星基金经理等优秀人才，但同时也强调团队合作，强调企业文化，强调人才的自主培养。 他认为，公募基金属于智力密集型行业，相比其他的资产管理公司仍然有其自身的平台和制度优势。

“广发基金鼓励人才发挥个性化投资能力。 ” 林传辉进一步介绍，当前公募基金产品存在同质化问题，随着经济步入结构转型期，向新资产、新策略、新市场求变，成为基金公司发展的重要选择 。 基金公司培育人才的思路也必须打开 ，在传统股票投资能力的基础上，广发基金近年来尤为重视引进具备新策略、新工具投资能力的人才。

为了便于管理和发挥各类投资的长处，广发基金在内部架构上进行了调整，对投资部门进行更细化的划分，包括权益投资、固定收益、国际业务、数量投资、量化投资、数据策略投资及另类投资。 以量化业务为例，早在 2011年，广发基金就从海外引进量化对冲人才，积累了一系列绝对收益策略，并形成一套量化团队管理办法 。 如今，旗下量化产品展现出业绩长期稳定 、规模持续增长的突出优势，走在行业前列。

多策略并行，打造全天候资产管理公司

从第一家基金公司成立到现在，公募行业已经走过18个年头。 而作为第三批设立、第 30家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广发基金在过去十年凸显高速成长的发展态势。 提及未来的发展愿景，林传辉多次谈到，将打造“具备多元投资能力、有资产配置能力的综合型资产管理公司” 。

“广发基金旗下公募规模的增长，是分享行业快速发展的成果。 ” 林传辉说，过去十年，基金行业处于快速发展期，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均出现大幅增长。 同时，由于较好的投资收益，基金成为居民重要的理财方式。 Wind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3月 31日，成立满 10年的主动权益基金平均累计收益为446%。 其中有三成产品的累计收益率在 500%以上。 成立满5年和满3年的主动权益基金，平均累计收益率分别为 102%、92.2%，四成产品的累

计收益率在300%以上。

然而，靓丽的业绩属于过去，站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当下，基金管理公司在践行为持有人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时，面临更多的挑战。 这种挑战一方面表现在，伴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更为多元化，但基金公司的投资能力主要集中在股票、债券市场。 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公募基金产品的业绩波动较大，策略局限导致避险能力不足。

今年以来不同资产的差异化表现，就凸显了资产配置的重要性。 “今年上半年股债类基金表现低迷，但黄金类主题基金仍然有不错的收益，如果配置大宗商品收益会更好。 ” 林传辉表示，不同资产在不同时期的收益会有明显差异，如果投资能力不够丰富，就会错失良机。

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也对资产管理行业带来较大影响。林传辉指出，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公募基金行业通过基本面选股策略分享企业成长的红利。但当前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只靠单一基本面研究的投资方式来进行投资，已经越来越难 。于是，锻造全天候投资能力，成为每一家优秀基金公司追求的目标，广发基金也在朝这个目标努力。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广发基金旗下公募基金数量达到 94只，涵盖主动权益、被动指数、大数据、

量化对冲 、QDII等完善产品线 ，其中ETF产品 11只，被赞誉为业内最全的行业ETF提供商、海外被动产品最全的产品提供商。

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2015年年中，广发基金率先在业内成立了资产配置小组 ，成员由权益、债券、量化、另类投资和宏观策略等优秀的投资人才组成。 资产配置小组的设立，意在锻造广发基金的大类配置能力，为机构和个人提供资产配置方案、投资顾问服务等。

林传辉总结表示，广发基金的目标是打造大类资产配置平台。“目前我们的底层资产布局初步成形 ，但在大宗商品、PE、资产证券化等另类资产的培育仍处于起步阶段 。 同时，公司国际化的进程还在延续，从外延上还没有走完 。 另一方面，公司的资产配置能力还处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 ” 随着底层资产逐步完备，各类资产的投资能力逐步提升，资产配置能力增强，广发基金未来有望成为一家具备全天候投资能力的综合型资产管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