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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宇 2005年7

月至 2011年 6月先

后任广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固定收益

部研究员 及 交 易

员、 国际业务部研

究员、 机构投资部

专 户 投 资 经 理 ，

2011年 7月调入固

定收益部任投资人

员， 目前任广发聚

利、广发聚财、广发

集 利 基 金 经 理 ，

2016年起任固定收

益部副总经理。

张芊 金融学

硕士，14年证券从

业经历，2001年6月

至 2012年 2月曾在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

中心、 中国人保资

产管理公司、 工银

瑞信基金和长盛基

金从事固定收益类

投研工作，2012年2

月起任广发基金固

定收益部总经理，

2012年12月14日起

任广发纯债债券基

金 的 基 金 经 理 ，

2013年 7月 12日起

任广发聚鑫债券基

金的基金经理。

广发基金固定收益投资总监张芊：

精耕细作 坚守绝对收益

□本报记者 常仙鹤

在3月27日揭晓的第十三届中国

基金业金牛奖评选中，广发基金凭借

优秀的业绩表现，荣获“固定收益投

资金牛基金公司” 。 据银河证券统计

数据显示， 广发基金旗下7只主动管

理的债券型基金2015年度平均算数

回报率为17.59%，在前十大基金公司

中位列第1位。 其中，有5只基金闯进

同类基金前十名， 有3只基金包揽同

类品种的亚军。

经历连续两年多的牛市后，今年

以来资本市场遭受信用债违约事件

掣肘，波动加大，部分机构也出现“踩

雷” 现象，而广发基金因一直以来奉

行严格的风险防范制度，在近几年波

及面较大的风险事件中均得以成功

规避。

对此，深耕债市近十五载的投资

女将、广发基金固定收益投资总监张

芊认为，信用“刚性兑付” 的时代一

去不返，经济下行期信用风险事件会

不断爆发，固定收益类产品比拼的将

是风险控制能力。 但同时也应看到，

债市在经历调整后，估值回到相对合

理的区间， 未来信用债的分化会加

大，一些基本面较好的行业以及利率

债有可能会成为债券投资避风港。

对信用风险“零容忍”

在固定收益投资圈，严格的风控

制度、对信用风险“零容忍” 一直是

广发基金固定收益团队的鲜明标签。

“广发基金从2011年就开始加强

对信用风险的关注，一直将防范信用

风险放在第一位。” 张芊表示，债券投

资就是要对信用风险时刻保持警惕，

她认为过去几年由于刚兑信仰的存

在，信用风险收益无法覆盖承担的风

险，因此宁可短期获取的票息比别人

低一点，也要注意防范风险。 在时刻

绷紧“防范风险” 这根弦的氛围下，

广发固定收益团队自发形成了一种

对信用风险“零容忍” 的文化。

今年以来，信用债违约事件的频

率明显上升，投资者纷纷关注机构对

信用债的入库标准。 记者了解到，针

对债券入库，广发基金内部有一套严

格的制度。张芊称：“我们入库标准相

对来说在行业内属于严格水平。 比

如，城投债信用评级与入库综合考虑

发债当地的行政级别、 经济发展状

况、财政收入、债务水平、平台本身性

质与重要性、偿债保证等要素。 以经

济发展状况为例，信用研究小组会综

合考虑当地GDP、人均GDP、支柱产

业、三次产业结构等要素，以此来评

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规模和财政收

入稳定性。 ”

对于产业债， 广发基金固定收益

部也有一套独到的信用评级体系和入

库标准。 信用研究小组一贯注重分析

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而弱化国企股东

支持等外部因素在信用评级时的权

重， 优选在债券存续周期内都具有较

强的抗风险能力的债券。其中，对于产

能过剩行业如煤炭、 钢铁等总体持回

避态度。 例如， 钢铁和煤炭行业的债

券，广发基金早在2013年就开始持谨

慎态度，组合中很少配置这类品种。

“软件硬件” 两手抓

打造固收专业品牌

近年来，广发基金在固定收益领

域声名鹊起， 规模迅速壮大，2015年

固定收益部管理资产规模达到2565

亿元，公募和非公募的固收规模超过

3300亿元。 在保险、银行等固定收益

类产品的机构客户看来，除了强调信

用风险零容忍的理念外，广发基金团

队的整齐稳定和中后台系统的高效

先进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优势。

张芊从2001年就开始涉足债券

市场， 在长达15年的投研经历中，先

后在券商、保险和基金公司进行债券

研究、 投资和固定收益团队管理工

作。 特别是曾经连续6年管理一只社

保债券组合，是基金业内最资深的社

保债券组合基金经理之一。 同时，明

星基金经理代宇、谢军、温秀娟等的

平均从业年限超过10年，并凭借其出

色的业绩成为金牛奖的常客。

在当前基金业迅猛发展、 竞争

激烈的背景下， 广发基金是如何留

住这些优秀的投资团队成员？ 对此，

张芊透归结于团队对公司价值观和

文化的高度认同，研究员、交易员和

基金经理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团队协

作机制。

“一个人在甄别债券品种时难免

会有偏见，但同事之间以开放、平等

的心态保持沟通就能够尽可能避免

一些损失。 ” 张芊透露，这种沟通的文

化是团队稳定的主要原因，未来随着

管理规模的迅速增长，公司计划逐步

扩大团队规模，为更多的客户做好财

富管理。

张芊向记者介绍，公司自成立以

来，在IT系统累计投入超2亿元，研发

出业内最先进的场外交收辅助系

统———BTA。 该系统整合了管理人内

部不同业务环节的系统交互，打通了

基金管理人和外部系统之间的无缝

连接，能以极高的效率辅助达成场外

交易（特别是银行间）的后台交收，

比如连环交易、应急交易等。

值得一提的是，广发基金研发的

BTA系统是基金业内唯一实现了基

金管理人与中债登和上清所的系统

直联，使BTA系统可以自动地实时显

示银行间交易指令状态及合同执行

情况，极大地提高了银行间交收业务

的执行效率。 在此基础上，BTA系统

还实现了银行间头寸的自动计算，为

基金经理和交易员的资金管理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

广发双债基金经理代宇：

控制信用风险 获取稳健绝对收益

□本报记者 常仙鹤

据银河证券统计数据显示， 广发

双债添利A/C在2015年净值增长率

高达12.78%和13.18%，远超业绩比较

基准，摘得“2015年度开放式债券型

金牛基金” 。 该基金的基金经理代宇

从事债券投研工作已有10年之久，除

了广发双债，其所管理的广发集利、广

发聚财等产品表现也可圈可点。

代宇对记者表示， 在基本面、货

币政策和信用风险的综合作用下，今

年债市波动会加大，债券投资应保持

谨慎为宜，注意把控信用风险，选择

高等级信用债和利率债，提高组合流

动性。

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与其他从研究员提升到公募基

金经理岗位的同行不同，代宇在管理

公募基金之前曾管理过3年企业年

金，企业年金产品追求绝对收益的特

性对代宇的投资风格带来了一定影

响，比如偏好信用债。

在管理企业年金的年份里，代宇

总结企业年金的特性是资金规模相

对稳定， 客户对流动性要求不高、但

对净值回撤异常敏感，而利率债由于

久期长、波动相对较大，并不适宜年

金投资的客户。 与此相比，信用债能

够提供稳定的票息， 久期比利率债

短，波动相对较小，所以代宇选择中

短久期的信用债为主，适时做一些品

种的调整。 管理3年企业年金专户后，

代宇掌管的第一只公募基金是封闭

式基金，她在产品中沿用了企业年金

的管理方式， 体现出偏好信用债、淡

化久期管理的投资风格。

但随着经济基本面和基金特质

的变化，代宇在投资中会灵活调整自

己的风格。 她说：“以前经济基本面

好、管理的资产规模小，会偏好信用

债，辅之以利率债，资质上以AA级为

主；现在经济下行，风险上升，组合占

比较高的是AAA级债券。 ”

代宇的灵活并不仅仅体现在组

合配置风格的变化，还体现在她会结

合产品的特点来进行资产配置，从而

让不同的产品展现出差异化的风险

收益特征。

“我比较喜欢分析基金持有人的

特点，根据他们的风险收益取向灵活

调整组合。” 代宇举例说，企业年金属

于风险厌恶型的资金，一旦遇到市场

出现不确定性的风险，就会开始控制

仓位；而开放式基金客户追求更高一

点的收益，他们希望你能做一些波段

操作增加收益，或者在趋势不明确时

可以再观察一下市场。 同时，开放式

基金的申赎更为频繁，对组合流动性

要求较高。

追求稳健的绝对收益

虽然债券市场的波动程度远小

于权益类市场，但代宇努力争取在控

制信用风险的前提下为投资者创造

更加稳健的绝对收益。

记者了解到，三年的企业年金管

理经历使代宇在信用债的筛选和定

价方面得心应手，尤其是企业年金账

户要求无论市场情况如何都要保证

基金单一会计年度不能发生亏损，这

段经历让代宇在甄别信用风险方面

的嗅觉异常灵敏。

“我买的信用债， 一定是基于这

个行业类属的基本面比较不错的，不

会投资行业属性比较差、现金流状况

或者前景不太好的一些企业。 ” 代宇

说，她管理的基金组合曾经重仓煤炭

行业，但自从2012年“三高一剩” 问

题出现苗头，就再没有碰过这些行业

的债券。

今年一季度以来，债券违约事件

开始增加， 并导致债市在4月出现不

小的调整。 对于信用风险，代宇认为

不用太担忧，她认为，债券市场的参

与者都是机构，包括基金、保险、银行

等，这些机构均比较早地开始收缩信

用风险防线，尤其是基金公司早已建

立一套完备的信用评价体系。

对于债市未来的表现， 代宇认

为，今年债市波动会加大，市场的投

资机会没有过去两年那么确定，在操

作上谨慎为宜， 注意把控信用风险，

提升组合流动性以应对基金规模的

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信用违约

风险的爆发，她预计，未来信用债会

真正进入分化时代，资质差一点的行

业信用利差会持续扩大，但一些行业

基本面好的高等级信用债和利率债

等将成为债券投资的避风港。

总体而言，代宇对债市的未来并

不悲观。 她认为，债券市场无风险利

率处在一个持续的调整范畴内，其他

的风险类资产也不会有更好的收益，

当前也找不到更稳健的资产来替代

债券资产。 因此，她建议不同风险收

益类型的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

险收益比去选择投资品种，如果是稳

健偏保守的投资者，债券类资产仍然

是比较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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