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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公募的别样芳华

———专访工银瑞信党委书记、总经理王海璐

□

本报记者 徐寿松 侯志红 李惠敏

踏雪乌骓马，英姿飒爽风。 寥廓莽原之上，

万马奔腾之中，有一骑，正轻尘。

在公募基金疆场， 无法不向执掌近1.3万亿

元资产的她投注目光，一如无法忽视风驰雪原上

的那一位策马扬鞭人。

她叫王海璐，现任工银瑞信党委书记、总经

理，2019年1月开始执掌工银瑞信。 在男性占据

主导优势的公募基金界，女掌门虽不乏其人，但

王海璐是别具特色的一位。

“过去管交易，现在管投资，本质上都是追

求更高的胜率和盈亏比。 ” 凭借在“宇宙行”十

多年金融市场业务板块工作的经验， 王海璐对

投资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相比之下，投资的

时间跨度更长，确定性更高。 ”

稳扎稳打，追求高质量发展

“爆款” 是今年基金行业的热词，但工银瑞

信似乎并不刻意追逐。

今年7月，市场行情火爆，公司一位绩优基

金经理找到王海璐，建议放缓发行步伐。过去一

年， 这位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规模从几十亿元

快速增长到200多亿元。 她想稳一稳，在适应这

个体量后，再发新产品。这位基金经理是销售渠

道非常认可的金牛基金经理， 管理的一只基金

在中国证券报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基金业金牛

奖评选活动中荣获三年期开放式股票型持续优

胜金牛基金。

“某大型股份银行定制了她的产品， 如果

发，在当时的市场热度下，大概率是个爆款。 ”

王海璐说。 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基金业

绩做不好，可能只是短期冲量，后续发展会受影

响。 王海璐同意了这位基金经理的建议。“工银

瑞信首先考虑的是投资者利益和客户体验，要

的是中长期发展目标。 ”

基金业有个统计，在全市场中，三年前管理

规模超百亿元且至今仍管理相当或者更大规模

的股票型基金经理有6位， 若将时间拉长至5年

前，在全市场中仅有3位。

王海璐不无担忧：“短期冲的规模，一旦失

去业绩支撑，突破策略合理边界，最终对客户不

利，规模也不可持续，犹如溅了个水花，可能只

留下一点点增量。 ”

在王海璐眼里，规模是个存量，如果用数学

公式描述，就是在起始值上做减法，再做加法，

然后形成排名。排名取决于消化多少“减项” 和

实现多少“增量” 。如果把规模和排名当成主要

目标，经营管理动作就会变形。

工银瑞信追求的是稳健、长期、可持续的高

质量发展。 从接手到现在，王海璐不断调整公募

基金业务结构， 加大体现主动管理能力的非货

币基金规模发展， 非货币基金和养老金管理规

模双双实现翻倍。

数据显示， 工银瑞信非货币基金规模达到

2900多亿元， 占公司公募规模的比例由22%提

升至56%。 考验基金公司中长期投资能力的养

老金投资管理业务管理规模超过4900亿元，在

管理总规模中的比例由20%提升至36%。 股票

型基金规模从2019年初的300亿元增至目前的

1320亿元，非货基规模从去年1300亿元增至今

年11月末的2900多亿元；权益基金业绩排名由

此前处于同业前1/2分位提升至目前的全市场

前10%。

通过培育新的增长点， 工银瑞信近两年来

消化了资管新规实行后对货币基金、专户、专项

等业务带来的近4500亿元存量规模影响， 实现

保持管理总规模平稳基础上的结构更优、 质量

更高。（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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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2月3日召开

会议，听取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 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

理政突出位置，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

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 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

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

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

习近平强调，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极大增强

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彻底改变

了贫困地区的面貌，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提高

了群众生活质量，“两不愁三保障” 全面实现。

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以人

为本， 把贫困群众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迈向小

康社会、 一起过上好日子作为脱贫攻坚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协同发

力、合力攻坚，东部西部守望相助、协作攻坚，广

大党员、干部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充分彰显了

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牺牲奉献。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仍然突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

然艰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保持帮扶政策总

体稳定，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现有帮

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要健全防

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继续对脱贫县、脱贫村、脱

贫人口开展监测，持续跟踪收入变化和“两不愁

三保障”巩固情况，定期核查，及时发现，及时帮

扶，动态清零。要持续发展壮大扶贫产业，继续加

强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拓展销售渠

道，创新流通方式，促进稳定销售。要做好脱贫人

口稳岗就业， 加大对脱贫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力

度，加强东西部劳务协作，鼓励支持东中部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要强化易地搬迁后

续扶持，完善集中安置区公共服务和配套基础设

施，因地制宜在搬迁地发展产业，确保搬迁群众

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要加强资金资产项

目管理，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持续发挥效益。

要兜住民生底线，规范管理公益岗位，以现有社

会保障体系为依托，促进弱劳力、半劳力等家庭

就近就地解决就业，保障这些群众基本生活。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玩不转的老套路 难续命的“不死鸟”

A股保壳江湖巨变前夜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董添

“过去的方式恐怕行不通了，保壳的游

戏规则可能会被彻底颠覆。 ”某上市公司董

秘王刚（化名）日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这段时间一直在密切关注退市制度改革。

年底已至，ST股一年一度的 “保壳大

战” 又进入“尖峰时刻” 。 伴随注册制改革

的深入推进，A股退市制度将更加完善，保

壳江湖将迎来巨变。 机构认为，未来主动退

市案例或逐步增多。

卖资产老套路恐难奏效

王刚所在的上市公司上次通过卖资产

艰难保壳。 眼看又是连续两年亏损，王刚早

早在为明年保壳做准备， 哪些业务可以拓

展、哪块资产能卖上好价钱，帮公司再撑三

年。 不过，如箭在弦的全面退市制度改革打

乱了他的计划：强制退市预计会综合考察企

业持续经营能力， 而不是单一的净利润指

标。 “得好好想该怎么办了。 ” 王刚说。

不少上市公司仍准备通过老套路寻求

保壳。 11月以来，*ST联络、*ST美讯、*ST康

盛等公司纷纷祭出“卖子求生” 大招，筹划

出售资产事宜。特别是三年一轮回的保壳专

业户，身经百战练就了“不死之身” 。以近年

来被黄光裕屡屡出手相救的*ST美讯为例，

公司11月2日晚间公告称，拟作价6.5亿元将

济联京美100%股权出售给济南国美电器，

溢价近三成。 *ST美讯表示，本次交易可以

有效改善公司财务状况，“降低被暂停上市

的风险”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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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专项“施工图”明确

深交所助力国企做优做强

深交所近日研究制定了服务国企改革专项工

作方案，明确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排出时间表、

路线图、 优先序， 集中力量推动国资国企深化改

革、做优做强，落实落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年）》。在证监会领导下，深交所紧

扣监管与服务职责，聚焦深市市场特色，制定了深

入服务国资国企改革的十六项具体工作安排，主

要涵盖构建长效机制、拓展培育深度、健全基础制

度、推动质量变革、深化对接服务五方面。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路演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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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2 月 4 日（星期五）15:00-17:00�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发行网上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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