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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松：做资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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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张焕昀

在今年4月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颁奖典礼上，南方基金凭借优秀的业绩表现和出色的管理能力，连续三年蝉联“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是公募资产管理规模前十大基金公司中，唯一一家连续三年蝉联该奖项的公司。

同时，旗下绩优基金南方中证500ETF亦连续三年被评为“年度开放式指数型金牛基金” ，南方利众获评“2016年度开放式混合型金牛基金” ，南方量化成长获评“2016年度开放式股票型金牛基金” ，南方策略优化获评“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南方量化成长、南方策略优化基金经理雷俊荣获“2016年度最佳人

气金牛基金经理” 。 南方基金一举拿下六项金牛大奖，成为本届金牛奖的大赢家之一。

进入2017年以来，南方基金的业绩更加夺目，保持了“奋楫者先稳进者胜” 的领跑姿态。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 5月末，南方基金旗下产品业绩表现优异，6只股票型基金业绩排名同类前 5%，14只股票型基金排名同类前10%，李振兴管理的南方品质优选混合前 5个月净值增长率高达17 .55%，在 1368只灵活配置型基金中排名第

14位；南方品质优选混合基金一季度净值增长率高达15 .45%，在1366只灵活配置型基金中排名第1位。

南方基金总裁杨小松表示，南方基金致力于成为资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因此始终围绕客户“固本培元” ，努力做到“根植于时代，领先于市场” 。

连续三年蝉联金牛大奖

记者注意到，南方基金连续三年捧得公司大奖，总裁杨小松每年的获奖感言都有着不同的切入点与深刻的意义 ，2015年是“固本培元，客户至上” ，2016年是“做资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今年是“根植于时代，领先于市场” 。

对此，杨小松表示，三年的获奖感言主题本质上一脉相承 ，核心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客户：“我们深知企业的使命就是创造客户，我们努力地‘固本培元 ’ ，致力于成为‘资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努力做到‘根植于时代，领先于市场’ ，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为客户创造价值。 同时，三年的获奖感言又是逐渐衍进的，这也是南

方基金自我认知不断提升的过程 。 南方基金未来的轮廓 ，在这种认知提升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清晰 。 ”

作为公募劲旅的南方基金能够蝉联三年金牛公司大奖，其中的秘诀，杨小松总结为三点：

一是始终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核心理念。 南方基金追求为客户创造价值，为股东提供回报，为员工谋求幸福，为社会贡献力量，但归根结底，为客户创造价值才是存在的意义。 全体南方人兢兢业业，勤勉尽责，竭尽所能替客户考虑，利用专业优势助其资产保值增值，在熊市中获得绝对收益，在牛市中赚取超额回报，实现对客

户财富的保驾护航。

二是全力塑造差异化竞争能力。差异化不是依靠个别产品或服务而存在的，其核心是公司能持续开发和推广有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并带给客户烙印化的体验。持续的差异化能力一旦形成，将难以复制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加强大。 在商业长河中，其他形式的价值创造是短暂的，只有差异化能力的价值创造是长久的，这是无数

巨无霸公司用生命证实的获取持续成功的唯一办法。

三是始终保持归零的心态和与生俱来的危机感 。 公募基金行业的竞争已由投资管理、产品创新、市场营销等子领域延伸到股东资源、资本实力、信息技术、激励机制等全领域。 只有心态归零 ，才能变革转型，才能时刻保持警惕，看到竞争对手身处何方。

南方基金用实力向广大投资人展示了责任与担当、理想与实干的完美结合，在权益、固收等各个领域的投资始终保持着其“稳健” 的特色。 19年来，南方基金已累计揽获 40项金牛大奖，正朝着领先的资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的目标稳步向前。

巨擘前行的基石

南方基金近年来的权益类和固收类投资业绩均在业内领先，凭借前瞻性的产品布局、强大的投研实力和优异的风险管控能力，在震荡的 2016年大显身手。

对此，杨小松表示 ：“一方面离不开基金经理勤勉尽责；另一方面，也是南方基金整体平台作用的结果 。 ”

平台的优势是南方基金不断前进的基石 。记者了解到，南方基金始终坚持投决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即投决会领导是基金经理负责制的前提，在基金经理的风格与市场风格存在明显差异的时候，投决会就要发挥纠偏机制。所以，投决会在市场形势的研判上必须有权威性。 基金经理负责是结果，在投决会领导的前提下，

会给基金经理充分授权 ，鼓励风格的多样化。

杨小松认为，平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南方基金坚持“稳健投资、价值投资” 的投资理念。 公司秉承研究为本、价值投资的原则，通过客观、系统 、持续的研究，发现证券品种的内在价值，寻找并投资于被市场低估的品种，力求长期获取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收益 ；其次是投研团队的有力支持。 公司建立了完

善的投研互动机制，坚持“研究发现价值，研究服务于投资” 的基本理念，不断提升投研交流效率，促进研究成果高效转化为投资业绩。

南方基金的亮丽业绩，离不开优秀的投研团队保驾护航 。 在南方，权益和固收两大投资军团的实力蜚声业内，他们以稳健投资、价值投资的投资理念扎实了南方基金稳健 、实在的投资回报，筑起了南方基金这支常胜之军的根基。

南方基金总裁助理兼首席投资官（权益）史博曾表示：“南方基金的核心理念是稳健投资、价值投资，因此格外注意给投资者以稳定的回报。 ” 在史博的带领下，南方基金权益投资团队组建起了包括投资部、专户投资部 、研究部 、数量化投资部 、资产配置部等5个部门，约80人的精英团队。 作为国内首批上报公募FOF产品的基金

公司，南方基金新增的资产配置部门将专门负责 FOF公募基金的运作 。 史博表示，在打造权益团队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投研一体化” 建设 。 基金经理普遍出身于研究员，大多数研究员也会成长为基金经理。 他认为，这样既可让研究员从投资的角度看待问题，也增强了基金经理投资决策的理论信心 。

“南方的投研机制很严谨 ，基金经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 史博表示，南方基金每个月都会召开投决会 ，还有各种日常的投研会议，多方面讨论市场，研究市场风格和投资主线 ，帮助基金经理去掌握核心方向 。“‘子弹’ 由研究员提供，基金经理只需要知道往哪个方向打就行了。 ” 他相信，南方的行业研究员一定能筛选出优秀的

投资标的，投资方向只要正确，基金经理无须过多操心选股事宜。 当然，“研究员在提供‘子弹’ 的过程中，投决会也会适当控制和引导。 ”

而在固定收益投资领域 ，南方基金近年来也保持了高水准。 2016年南方基金旗下固定收益组合持有债券未发生任何违约事件 ，货币基金投资能力保持业内领先。南方基金副总裁兼首席投资官（固定收益）李海鹏曾表示，南方基金在固定收益投资方面取得的业绩，主要得益于强大的固收团队对整体行情机会的准确把握和风险

控制。 经过多年全力打造和磨合历练，南方基金形成了专业稳固的综合实力，旗下基金业绩经历市场牛熊考验，整体表现优秀。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虽然南方的基金经理有较大的投资权限可以坚持自己的投资风格 ，但是南方基金近年来也一直强调要用稳定的业绩回报投资者，非常强调绝对收益和控制回撤 ，希望通过把基金打造成收益稳定、波动小的“类固收” 产品，赢取投资者的支持与信任，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顺应市场变化。

领航时代的风帆

担任南方基金总经理近 5年，杨小松坦言，与 5年前相比，基金行业格局更加错综复杂 。

截至2016年末，全行业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109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3家，仅 2016年新成立的基金公司就达9家。 新设基金公司的控股股东出现了私募基金、期货公司、房地产公司以及自然人，背景更加多元，格局更加复杂 。

对此，杨小松认为，公募行业的竞争已由投资管理、产品创新、市场营销等子领域，延伸到股东资源、资本实力、信息技术、激励机制等全领域。 同时，公募基金牌照的有限度开放，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竞争的白热化态势。

在资产管理行业的红海竞争中，杨小松认为，资产管理机构打造自身优势 ，同时选择好战略定位至关重要 。 “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 ” 南方基金未来要做的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和战术活力，打造差异化的核心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6月 14日，南方基金成为蚂蚁金服旗下自运营平台“财富号” 首批上线公司之一，将依靠科技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专区。 这也是南方基金继首批入驻“京东行家” 之后，再一次开启与互联网金融合作的新局面。

面对当下互联网与金融合作的热潮，杨小松认为，拥抱互联网是基金公司面向未来竞争的必经之路。 从AlphaGo战胜李世石开始，人工智能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城拔寨，资产管理行业快速融入其中，信息技术正在重新定义行业生态。 依靠移动互联、大数据、智能投顾等技术力量，行业在商业模式、产品设计、业务流程等方面推陈

出新成为趋势。 在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时代，资产管理行业的变革无可争辩，无法避免，无处躲藏 。

对于公募基金行业的新动态，杨小松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首先，公募 FOF产品推出在即，未来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此外，从美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美国养老金资产占共同基金总规模的比重近一半 ，是共同基金市场最重要的投资者。 因此，杨小松也看好国内养老型公募基金的发展前景 。

未来，南方基金将继续以“根植于时代、领先于市场” 的精神 ，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以价值创造为核心，以产品创新为引擎，努力成为业绩优秀、规模领先、全球配置、高效联动的资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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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松：做资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今年4月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颁奖典礼上，南方基金凭借优秀的业绩表现和出色的管理能力，连续三

年蝉联“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是公募资产管理规模前十大基金公司中，唯一一家连续三年蝉联该奖项的公司。

同时，旗下绩优基金南方中证500ETF亦连续三年被评为“年度开放式指数型金牛基金” ，南方利众获评“2016年度

开放式混合型金牛基金” ，南方量化成长获评“2016年度开放式股票型金牛基金” ，南方策略优化获评“三年期开放式混

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南方量化成长、南方策略优化基金经理雷俊荣获“2016年度最佳人气金牛基金经理” 。 南方基

金一举拿下六项金牛大奖，成为本届金牛奖的大赢家之一。

进入2017年以来，南方基金的业绩更加夺目，保持了“奋楫者先稳进者胜” 的领跑姿态。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

5月末，南方基金旗下产品业绩表现优异，6只股票型基金业绩排名同类前5%，14只股票型基金排名同类前10%，李振兴

管理的南方品质优选混合前5个月净值增长率高达17.55%，在1368只灵活配置型基金中排名第14位；南方品质优选混合

基金一季度净值增长率高达15.45%，在1366只灵活配置型基金中排名第1位。

南方基金总裁杨小松表示，南方基金致力于成为资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因此始终围绕客户“固本培元” ，努

力做到“根植于时代，领先于市场” 。

连续三年蝉联金牛大奖

记者注意到，南方基金连续三年

捧得公司大奖，总裁杨小松每年的获

奖感言都有着不同的切入点与深刻

的意义，2015年是“固本培元，客户

至上” ，2016年是 “做资产管理整体

解决方案提供商” ，今年是“根植于

时代，领先于市场” 。

对此，杨小松表示，三年的获奖

感言主题本质上一脉相承， 核心实

际上都是围绕着客户：“我们深知企

业的使命就是创造客户， 我们努力

地‘固本培元’ ，致力于成为‘资产

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努力做

到‘根植于时代，领先于市场’ ，其

实都是为了更好地为客户创造价

值。 同时，三年的获奖感言又是逐渐

衍进的， 这也是南方基金自我认知

不断提升的过程。 南方基金未来的

轮廓， 在这种认知提升的过程中变

得更加清晰。 ”

作为公募劲旅的南方基金能够

蝉联三年金牛公司大奖， 其中的秘

诀，杨小松总结为三点：

一是始终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

的核心理念。 南方基金追求为客户创

造价值，为股东提供回报，为员工谋

求幸福，为社会贡献力量，但归根结

底， 为客户创造价值才是存在的意

义。 全体南方人兢兢业业，勤勉尽责，

竭尽所能替客户考虑，利用专业优势

助其资产保值增值，在熊市中获得绝

对收益， 在牛市中赚取超额回报，实

现对客户财富的保驾护航。

二是全力塑造差异化竞争能力。

差异化不是依靠个别产品或服务而

存在的，其核心是公司能持续开发和

推广有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并带给客

户烙印化的体验。 持续的差异化能力

一旦形成，将难以复制，并且随着时

间推移愈加强大。 在商业长河中，其

他形式的价值创造是短暂的，只有差

异化能力的价值创造是长久的，这是

无数巨无霸公司用生命证实的获取

持续成功的唯一办法。

三是始终保持归零的心态和与

生俱来的危机感。 公募基金行业的

竞争已由投资管理、产品创新、市场

营销等子领域延伸到股东资源、资

本实力、信息技术、激励机制等全领

域。 只有心态归零，才能变革转型，

才能时刻保持警惕， 看到竞争对手

身处何方。

南方基金用实力向广大投资人

展示了责任与担当、理想与实干的完

美结合，在权益、固收等各个领域的

投资始终保持着其“稳健” 的特色。

19年来，南方基金已累计揽获40项金

牛大奖，正朝着领先的资产管理整体

解决方案提供商的目标稳步向前。

巨擘前行的基石

南方基金近年来的权益类和固

收类投资业绩均在业内领先，凭借前

瞻性的产品布局、强大的投研实力和

优异的风险管控能力，在震荡的2016

年大显身手。

对此，杨小松表示：“一方面离不

开基金经理勤勉尽责； 另一方面，也

是南方基金整体平台作用的结果。 ”

平台的优势是南方基金不断前

进的基石。 记者了解到，南方基金始

终坚持投决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

责制，即投决会领导是基金经理负责

制的前提，在基金经理的风格与市场

风格存在明显差异的时候，投决会就

要发挥纠偏机制。 所以，投决会在市

场形势的研判上必须有权威性。 基金

经理负责是结果，在投决会领导的前

提下，会给基金经理充分授权，鼓励

风格的多样化。

杨小松认为，平台的作用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是南方基金坚

持“稳健投资、价值投资” 的投资理

念。 公司秉承研究为本、价值投资的

原则，通过客观、系统、持续的研究，

发现证券品种的内在价值，寻找并投

资于被市场低估的品种，力求长期获

取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收益；其

次是投研团队的有力支持。 公司建立

了完善的投研互动机制，坚持“研究

发现价值，研究服务于投资” 的基本

理念，不断提升投研交流效率，促进

研究成果高效转化为投资业绩。

南方基金的亮丽业绩，离不开优

秀的投研团队保驾护航。 在南方，权

益和固收两大投资军团的实力蜚声

业内，他们以稳健投资、价值投资的

投资理念扎实了南方基金稳健、实在

的投资回报，筑起了南方基金这支常

胜之军的根基。

南方基金总裁助理兼首席投资

官（权益）史博曾表示：“南方基金的

核心理念是稳健投资、 价值投资，因

此格外注意给投资者以稳定的回

报。” 在史博的带领下，南方基金权益

投资团队组建起了包括投资部、专户

投资部、研究部、数量化投资部、资产

配置部等5个部门， 约80人的精英团

队。 作为国内首批上报公募FOF产品

的基金公司，南方基金新增的资产配

置部门将专门负责FOF公募基金的

运作。 史博表示，在打造权益团队的

过程中，特别强调“投研一体化” 建

设。 基金经理普遍出身于研究员，大

多数研究员也会成长为基金经理。 他

认为，这样既可让研究员从投资的角

度看待问题，也增强了基金经理投资

决策的理论信心。

“南方的投研机制很严谨，基金

经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 史博表

示， 南方基金每个月都会召开投决

会，还有各种日常的投研会议，多方

面讨论市场， 研究市场风格和投资

主线， 帮助基金经理去掌握核心方

向。“‘子弹’ 由研究员提供，基金经

理只需要知道往哪个方向打就行

了。 ” 他相信，南方的行业研究员一

定能筛选出优秀的投资标的， 投资

方向只要正确， 基金经理无需过多

操心选股事宜。 当然，“研究员在提

供‘子弹’ 的过程中，投决会也会适

当控制和引导。 ”

而在固定收益投资领域，南方基

金近年来也保持了高水准。 2016年南

方基金旗下固定收益组合持有债券

未发生任何违约事件，货币基金投资

能力保持业内领先。 南方基金副总裁

兼首席投资官（固定收益）李海鹏曾

表示，南方基金在固定收益投资方面

取得的业绩，主要得益于强大的固收

团队对整体行情机会的准确把握和

风险控制。 经过多年全力打造和磨合

历练，南方基金形成了专业稳固的综

合实力，旗下基金业绩经历市场牛熊

考验，整体表现优秀。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虽然南

方的基金经理有较大的投资权限可

以坚持自己的投资风格，但是南方基

金近年来也一直强调要用稳定的业

绩回报投资者，非常强调绝对收益和

控制回撤，希望通过把基金打造成收

益稳定、波动小的“类固收” 产品，赢

取投资者的支持与信任，而这在一定

程度上就需要顺应市场变化。

领航时代的风帆

担任南方基金总经理近5年，杨

小松坦言，与5年前相比，基金行业格

局更加错综复杂。

截至2016年末，全行业共有公募

基金管理公司109家， 取得公募资格

的资产管理机构13家，仅2016年新成

立的基金公司就达9家。 新设基金公

司的控股股东出现了私募基金、期货

公司、房地产公司以及自然人，背景

更加多元，格局更加复杂。

对此，杨小松认为，公募行业的竞

争已由投资管理、产品创新、市场营销

等子领域， 延伸到股东资源、 资本实

力、信息技术、激励机制等全领域。 同

时，公募基金牌照的有限度开放，进一

步加剧了行业竞争的白热化态势。

在资产管理行业的红海竞争中，

杨小松认为，资产管理机构打造自身

优势， 同时选择好战略定位至关重

要。 “思路决定出路， 格局决定结

局。 ” 南方基金未来要做的就是保持

战略定力和战术活力，打造差异化的

核心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6月14日，南方基

金成为蚂蚁金服旗下自运营平台“财

富号” 首批上线公司之一，将依靠科

技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专区。 这也是

南方基金继首批入驻“京东行家” 之

后，再一次开启与互联网金融合作的

新局面。

面对当下互联网与金融合作的

热潮，杨小松认为，拥抱互联网是基

金公司面向未来竞争的必经之路。 从

AlphaGo战胜李世石开始，人工智能

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城拔寨，资产管理

行业快速融入其中，信息技术正在重

新定义行业生态。 依靠移动互联、大

数据、智能投顾等技术力量，行业在

商业模式、产品设计、业务流程等方

面推陈出新成为趋势。 在以互联网信

息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时代，资产

管理行业的变革无可争辩， 无法避

免，无处躲藏。

对于公募基金行业的新动态，杨

小松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首先，

公募FOF产品推出在即， 未来发展空

间十分广阔；此外，从美国的发展经验

来看， 美国养老金资产占共同基金总

规模的比重近一半， 是共同基金市场

最重要的投资者。因此，杨小松也看好

国内养老型公募基金的发展前景。

未来，南方基金将继续以“根植

于时代、领先于市场” 的精神，坚持以

客户需求为导向， 以价值创造为核

心，以产品创新为引擎，努力成为业

绩优秀、规模领先、全球配置、高效联

动的资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