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兵 长

盛基金管理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兼任长盛

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

长。 经济学硕

士。 曾就任中

国银行总行综

合计划部、广

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业

务总部副总经

理、 北京朝阳

门大街证券营

业部总经理。

2004年 10月加

入长盛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曾任公司副总

经理。

2016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一 编辑：鲁孝年 美编：马晓军

0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兵：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本报记者 刘夏村

不忘初心 力求正收益

投资理财的目的是为了让资本

保值增值， 这是所有投资者投资的

初心，正因为有此初心，才有作为资

产管理机构的基金公司成立的意旨

所在。

截至目前，公募基金公司总数已

经超过100家。 长盛基金公司成立于

1999年，为公募基金管理行业的先行

者，也是首批获得全国社保基金管理

资格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作为这家

先行者的总经理，周兵对记者重复最

多的一个词就是“正收益” 。

“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 正收益

是客户的基本需求。” 周兵表示，公司

对基金经理的管理中，不仅将正收益

率的理念传输给基金经理，而且在考

核时，正收益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在管理的基金产品中，长盛基金

践行正收益理念的效果明显。 今年上

半年，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分别下

跌17%和18%， 长盛新兴成长和长盛

互联网+分别上涨了20%和17%，位

居同类同期业绩的前五名；今年成立

的长盛医疗行业已取得了4.80%的正

收益（截至7月8日）；2015年，长盛电

子信息主题和长盛电子信息产业分

别获得155%和83%的收益。

社保基金管理作为长线价值投

资的代表，要求长期正收益。 作为社

保基金的第一批管理者，长盛基金的

长期投资业绩同样表现出色，大幅跑

赢业绩基准，2015年长盛基金公司两

位投资经理王宁、蔡宾获得社保理事

会的“3年服务社保奖” ，赢得了委托

人的高度认可。

正收益是投资者的目的，也是基

金公司管理的目标。 周兵认为，除非

系统性的持续下跌，如2008年市场从

6124点下跌和2015年从5178点下

跌，此外的几种市场形态都有获得正

收益的机会。 当然，在牛市中基金取

得正收益是比较容易的，基金经理真

正要比拼的是在震荡市中，或者低迷

的非持续下跌的熊市中，通过基金经

理的管理而获得正收益。

今年上半年就是周兵所说的低

迷的熊市，在熔断机制暂停后市场一

直处于震荡中，长盛新兴成长、长盛

互联网+、 长盛医疗量化等产品均取

得了不错的正收益。

管理机制保驾护航

这些基金今年上半年取得正收

益，得益于长盛基金公司系统的管理

体系。 周兵表示，这套管理体系是从

产品设计到投研流程管理、考核激励

机制来争取实现正收益。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产品设计是

资产管理的起点。 周兵认为，设计灵

活的基金产品有利于基金经理在不

同的市场形态进行管理，如混合型的

基金产品仓位为0-95%， 进可攻，退

可守，相对而言基金经理更容易控制

回撤和获取收益。

在具体投资流程管理上， 周兵

强调，要求基金经理必须具有“趋势

判断+结构选择+精选个股” 的能

力。 他认为，以前只注重个股选择的

管理思路已经跟不上现在的市场变

化了， 基金经理除了会选股票外还

必须做趋势判断，知进知退，能把握

结构行情， 在众多的板块中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他进一步解释说，趋势判断能力

很重要，在证券投资中一定要顺势而

为， 在市场下跌中有能力控制回撤，

在上涨时敢于加速前进；结构配置的

能力在当前市场中也是必备技能，即

便在低迷的市场，也总有板块处于热

点上， 比如今年上半年食品饮料行

业，这就是结构性的机会，善于抓住

这些就更容易获得正收益。

在激励机制上，长盛基金公司将

正收益也放在一个重要为位置。 周兵

说， 这点可能和很多基金公司不一

样，长盛基金弱化相对排名，鼓励基

金经理获得正收益，这样基金经理会

更加重视风险控制。

资产管理需要专注

在今年 “金牛奖” 的获奖感言

中，周兵一直强调专注和专业，依靠

专注成就专业。

“八级钳工和初级钳工不一样，

八级钳工精工细活， 创造更高的价

值，因此，全世界都缺八级钳工。 ” 周

兵形象地比喻说，能成为八级钳工的

前提一定是长时间的专注，在资产管

理行业也不例外。

专注才能不断提升，专注才会不

断成长，专注才会更加专业。 在他看

来，这是长盛基金成立17年来，在资

本市场快速发展的时代，对资产管理

行业最重要的体会。

他说， 在具体工作中需要专注，

比如在公司业务发展上，要心神专一

做好自己擅长的领域， 不能随波逐

流；在产品设计方面，要严谨，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为投资者设计出适应

不同市场环境、满足不同投资者多元

化需求的理财产品； 在产品管理上，

要求专业、持久，不仅要达到尽责勤

勉的基本要求，还要发挥专业管理的

强项，不断追求卓越。 总之，在这个行

业，如果没有“专注” ，一定难以承担

大任。

从产品设计到投资管理，长盛专

注带来的成绩可圈可点。 TMT领域

深入研究是投研的一个专注点，目前

在该领域的投研成就已遥遥领先于

行业。

2013年长盛基金基于对产业趋

势的长期判断，在业内率先发行TMT

行业主题基金———长盛电子信息产

业基金，并且持续专注该领域的研究

和产品开发。 截至目前，以TMT为核

心的相关产品已有数只，如长盛电子

信息主题、长盛新兴成长、长盛互联

网+、长盛战略新兴等。该主题群的基

金产品业绩非常突出，如长盛电子信

息产业已经连续多年获得金牛基金

产品奖，近三年的业绩为205%，在同

类的560只产品中位居第5名；长盛电

子信息主题2015年获得155%的收

益，位居全市场基金的第4名；长盛新

兴成长和长盛互联网+今年上半年均

逆市取得正收益。

培养并留住优秀人才

资产管理行业是一个以人为本

的行业，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依然

处在起步阶段，专业人员稀缺、人员

流动频繁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点。

周兵认同这个行业特点， 他表

示，长盛基金也是求贤若渴，各条业

务线上都需要专业素养深厚、有责任

心和有耐心的人才。

面对这样的行业特性，周兵认

为， 需要公司从制度上逐渐完善，

更好地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和吸引

人才。

他举例说，如基金经理团队的建

设，一方面从内部自己培养和留住人

才，另一方面从外面招聘优秀的人才

加盟。

记者查阅长盛基金经理名单，发

现目前长盛基金公司多位优秀的基

金经理都是自己培养的，长盛电子信

息主题基金经理赵宏宇博士就是一

个典型的案例。赵宏宇于2007年加入

长盛基金产品开发部，目前已经是管

理多只产品的基金经理，其管理产品

业绩表现优秀；此外，如王超、冯雨生

等，目前管理的基金也均有良好的业

绩表现。

周兵介绍说，在市场中招聘基金

经理时，要求他们必须有一套系统的

投资理念，既能够真正挑选出具有投

资价值的上市公司，也能够对宏观经

济大趋势和短期市场行情趋势做出

前瞻性的判断，最好经历过一轮以上

牛熊更迭的洗礼，能够最大限度地跳

出贪婪和恐惧的轮回。

持续创新 砥砺前行

专注于公募业务和社保管理业

务，深耕于证券市场，为投资者带来

正收益， 争做受人尊敬的基金管理

人———这是长盛基金公司专注的方

向和追求的目标。

对此，周兵表示，随着公募基金

牌照的放开， 市场竞争日趋剧烈，在

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的环境中， 要实现上述目标并不容

易，需要我们砥砺奋进。

公开数据显示，长盛基金今年上

半年在周兵的带领下，已经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今年上半年，由于股票市

场低迷， 公募基金总规模大幅下降，

存量资金中也有部分转向风险较小

的货币市场基金，而长盛基金上半年

的总规模却逆市上扬，权益类产品的

总份额保持持续增长。

在周兵看来， 这只是取得的短

期成绩，要让公司更加稳健成长，就

需要跟上市场的脚步， 需要不断的

创新。 长盛基金公司是一个勇于创

新的公司， 当年分级基金长盛同庆

的问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009年，

该基金作为分级基金的领跑者，发

行期募集了146亿元，成为同期市场

募集规模最大的基金产品。 周兵认

为，创新才会让业务领先，创新才会

让公司做大和做强， 创新才能更好

地服务投资人。

随着上半年公募基金业绩中考

榜单揭晓， 长盛基金公司再次以靓

丽的投资业绩成为媒体和投资者的

聚焦点。 该公司旗下产品长盛新兴

成长基金、长盛互联网+基金等产品

今年以来逆市获得了远超市场的正

收益。

长盛基金公司是公募基金业中

“老十家” 之一，也是鲜有的连续两

年获得“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奖的

公司。在2016年的夏天，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了公司总经理周兵， 他为

我们解读了长盛基金连续获得金牛

奖的秘密。 周兵认为，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 不管公募基金行业如何发

展， 其出发点就是要为投资者赚取

回报，获得正收益。

获得正收益当然并非易事。 面

对复杂的资本市场，周兵坦言，需要

全公司的专注精神，聚精会神，精耕

细作，方有战胜市场的机会。 具体来

说就是， 建设完备可行的投研管理

制度， 培养和汇聚优秀的基金经理

团队， 研发适合市场和满足投资者

需求的基金产品， 在金融行业快速

发展中不断创新， 为投资者提供更

好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