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覃波：坚持绝对收益 追求长期信任

本报记者 黄淑慧

近两年来，长信基金成为中型基金公司厚积薄发、脱颖而出的样本之一：截至2017年二季度末，公司公募资产规模达到 617 .03亿元，较2014年末增长 247 .45%；固收、量化、主动权益几大业务多点开花。 根据海通证券绝对收益方向整体业绩排行榜，长信基金权益投资近三年回报率居行业第9名，固定收益投资居第 5名。 2017年4月，长信基金荣膺“十大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

在长信基金总经理覃波看来，基金产品业绩和公司规模增速仅是外在表现形式，刻画和评价一家基金公司的形象，更应当关注的是其理念、文化和机制。 公募基金首先要对投资者负起信托责任，将为投资者创造持续价值作为自身发展战略的原点。 对于长信基金而言，在近些年来的发展中，一直坚持做绝对收益的践行者。 对于旗下固收、量化、主动权益三大业务板块，公司都将围绕创造绝对收益这一目标，坚定地从理念上、团队上、机制上、产品上进行打造和设计。

回归本源 追求“价值观的胜利”

“对于基金行业而言，灵魂要跟上身体的步伐。 ” 覃波认为，公募基金行业历经 19年，业务发展迅猛，规模不断壮大，但有时候不免陷入焦虑、慌张的状态，生怕错失了机会，却往往忽略了投资人的利益和诉求，忘记了行业的初心所在。

作为一位基金业老兵，早在长信基金筹备初期，覃波就加入了公司。 今年7月去参加长江证券的会议时，回到长信基金诞生的筹备办公室，抚今追昔 ，他感受到“公司初创的精神一直都在” 。 正是这十余年对公司倾注的太多情感，也是那份割舍不掉的公募情怀，让他毅然选择了坚守 。

2014年末，覃波正式担任长信基金总经理，明确提出公司的战略方向及发展目标要“不忘初心” ：长信基金要做一家负责任和有情怀的公司，提倡践行绝对收益，回归行业本源，不博弈、不摇摆、不跟随、不漂移，切实把投资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正做到为投资人创造价值。

“我们不能混淆目标和结果这两个词。 ” 覃波说，过去基金公司谈及发展目标，往往会说规模、排名。 实际上，规模、排名只是结果而非目标，是在确定了正确的目标和实现途径之后所引发的结果 。 长信基金的目标是做正确的事情，通过正确的人、方法、平台，结合行业的特点、公司的资源，为客户赚钱，而不是赚客户的钱 。 纵观国内市场上可圈可点的资产管理公司，归根到底也都在坚持为持有人创造价值，坚持走在正确的路上，取得的是“价值观的胜利” 。

他同时也详细阐述了对于绝对收益的理解：“绝对收益不等于即期赚钱，绝对收益的核心关键词是风险控制。 在良好的风险控制理念和体系下，去匹配客户需求和产品特性，来赚取中长期稳定的正回报。 ” 具体而言，风控体系也包括从理念到执行到后台支持的若干个层面，第一是基金经理投资理念和策略层面的风控，第二是交易和执行层面的风控，第三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台作为风控支持。

近两年来，长信基金一直围绕绝对收益的目标，坚定地从理念上、团队上、机制上、产品上进行打造和设计。 固定收益上，对每个产品收益目标和风险特征进行明确定位，不争相对排名，只盯收益目标，不飘移 ，不摇摆；量化投资上，通过量化模型工具、均衡分散策略和资产配置理念，去规避风险，把握机会；在主动权益上，通过“深入发掘价值，不博弈不跟随” ，从较长周期来保证投资人利益。

管理靠人 种下激励和文化“梧桐树 ”

足球是覃波挚爱的运动，在球场上奔跑近 30年，他信奉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一句话“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凯旋 ，而是战斗 ” 。 在最近结束的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足球赛2017年赛季中，他带领着长信基金足球队夺得冠军，他本人也获评为“最佳教练” 。

在另一个赛场，覃波同样将长信基金这支“队伍” 管理得很好：近年来，公司麾下“老将” 愈加稳健 ，“新秀” 日益突出，整个队伍人才济济，不仅吸引了诸多外部人才加盟，也感召了“奔私” 老员工的回流 ，各业务团队的市场认知度持续提升。

公司固定收益投资掌舵人副总经理李小羽，2002年就加入了处于筹备期的长信基金，是行业里有口皆碑的固收老将，他管理的长信利丰债券多次获得“金牛奖 ” 。 固定收益投资团队成立于2003年，一直以来稳扎稳打、严控风险，在债市的几轮调整中，较好地保住了投资收益。

量化团队历经9年沉淀，获得同业及市场认可，领军者是总经理助理常松。 常松拥有 17年投资研究经验 ，2015年加入公司后 ，组建了全新的量化团队，布局主动量化、行业量化等系列核心产品。

安昀回归老东家，在公司被传为一段佳话 。 安昀曾经是新财富最佳策略分析师第一名，2008年11月加入长信基金，2011年10月起管理长信内需成长混合 ，之后他在大牛市的“奔私潮” 中投身私募。 在覃波的力邀下，安昀最终回归长信基金，担任总经理助理，分管权益投资。 安昀回归后，他的投资学识、对团队的培养方式，丰富了公司之前确定的投资理念、投资框架，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 。

在覃波看来，投资团队的三位掌舵者，都是绝对收益理念的高度认同者和坚定执行者。 这样的人才和公司理念、文化、产品特性充分结合，使整个公司从产品、从团队、从理念上达到绝对收益方向的高度一致，并能把方向变为现实 。

资深高管及基金经理之外，一批基金经理新秀也渐渐崭露头角，其中，包括量化投资部总监左金保 、研究发展部总监高远、绝对收益部副总监黄韵等。

对于核心人才队伍的稳固和扩充 ，有人归结为，这是股权激励破冰的结果 。 此前，在 2017年2月，长信基金完成了首期股权激励。 覃波说，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实行股权激励，同时不少专业人士已经发起或正在申请设立公募基金公司，深刻感受到这种组织形态的变化，对于中型基金公司可能构成较大影响和冲击。 所以 ，要沉下心来结合公司的长远规划来实施二期、三期股权激励，让更多员工能够参与分享公司的成长。

与此同时，长信基金还在持续推进事业部改革，在统一风控、交易、销售资源的平台上，构建奖惩分明的分配激励机制。 覃波强调，有别于传统的事业部概念，公司的每个事业部需要服从公司整体的绝对收益目标框架，不能损害投资人利益和公司长期品牌。

覃波认为，如果对团队的凝聚力作归因分析，有奖惩分明的激励因素，理想和情怀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正所谓“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先进的理念和文化就像一块磁石，一定会吸引集聚人才。

而一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就恰如一支球队的教练一样，未必能在赛场上左冲右突，但一定是最了解球队的人。 了解球队每个成员的特点、优势，从而排兵布阵、人尽其才；同时也赋予这支球队以精神内核 ，凝聚人心 ，激发组织的战斗力。

值得一提的是，长信基金专门开辟出一角作为图书阅读区，自2016年10月起，“长读长信” 读书会活动已经开办了近 20期。 对此 ，覃波说，“管理靠人 ，人靠素质，素质靠学习” 是自己深刻的体会，虽然名为读书会，其实是培养队伍、统一思想最重要的阵地。 投资理念、投资价值观就是从不断学习及碰撞中获得的。

业务协同 期待1+1+1>3合力效应

长信基金固定收益投资团队一直是业内知名的“老牌劲旅” ，在过去的两年中，公司的量化投资品牌得到市场认可 ，主动权益类业务在安昀回归之后亦渐入佳境，公司业务板块逐步形成了“三驾马车” 格局 。

对于这几大业务板块的发展，覃波表示，固定收益业务今年以“夯实基础” 为重点，在日趋齐全的产品线上进一步补充完善，形成货币 、纯债、混合债等全产品线 。 值得注意的是，长信基金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管理正沿着精细化的方向，打造风控+配置、策略+管理、执行+反馈的立体管理体系；针对每个产品、每个客户的风险收益进行明确定位，实施一品一策、一户一策，做到统一平台上精细管理。 “每个账户的管理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匹配产品属性、根据风险收益特征 ，量体裁衣制定出针对性策略。 ”

在量化投资上，早在2008年就组建了量化投资团队，2010年发行了公司第一只量化基金长信量化先锋，该产品于2016年、2017年两次获得“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量化品牌在多年锤炼后成为公司的另一大优势所在。 在量化投资大体系下，公司目前设置量化投资部、混合策略部 、FOF投资部等，细分管理不同策略、不同类型的量化产品。

对于主动权益投资，长信基金同样是聚焦长期增值回报的投资目标，将价值投资理念通过组织架构、考核激励和产品运营等落到实处，突出产品的长端业绩优势 。 在已有价值蓝筹 、新兴成长、打新配置等权益产品基础上，公司正在积极研究封闭操作、定期开放的价值型基金。 另外，细分投研团队，设置研究发展部、权益投资部 、绝对收益部等。

随着这三大业务板块的快速发展，覃波最近重点思考的命题是，如何强化业务板块之间的协同与融合，形成合力 ，激发出1+1+1>3的效应。 他提到，在公司年中策略会上，三大投研板块的每一位基金经理都进行了分享，其间的碰撞和交流 ，给了彼此不少灵感。 比如固定收益团队对于宏观、利率的分析，对权益团队提供策略支持；权益研究团队的选股思路、行业观点同样能启发量化投资和固收部门的混合策略基金经理；量化团队对市场的全景式扫描和分析，也能为其他团队提供参考建议；包括QDII团队对海外市场的观察 ，亦是这种互相补益的一部分。

“我们最近正在考虑，深度融合这三大业务板块的投资研究能力，打造一只代表长信基金整体投研实力的旗舰型基金。 ” 覃波透露，借鉴了桥水基金等海外公司的做法，这只全市场全天候进行资产配置的宏观对冲策略基金已经在初步的筹划之中，未来将是公司各部门之间通力合作的产物 。 长信基金成立资产配置委员会 ，作为基金的最终负责人 ，在调配公司所有投研资源的基础上进行通盘决策。

他表示，一直以来长信基金希望展示给外界的不是几位“明星基金经理” ，而是一个“明星投研团队” 。 借鉴国外优秀公司的经验可以看到，公司最终比拼的是包含投研团队协同能力在内的综合投研实力。 明星基金经理的光芒某种程度上带有偶然性和波动性，而团队协作的投资模式，将能够更好的发挥投资管理的科学性和稳定性，让业绩可复制、可持续。 富达和桥水两家海外公司，也是长信基金发展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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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本源

追求“价值观的胜利”

“对于基金行业而言， 灵魂要跟

上身体的步伐。” 覃波认为，公募基金

行业历经19年，业务发展迅猛，规模

不断壮大， 但有时候不免陷入焦虑、

慌张的状态，生怕错失了机会，却往

往忽略了投资人的利益和诉求，忘记

了行业的初心所在。

作为一位基金业老兵， 早在长

信基金筹备初期， 覃波就加入了公

司。 今年7月去参加长江证券的会议

时， 回到长信基金诞生的筹备办公

室，抚今追昔，他感受到“公司初创

的精神一直都在” 。正是这十余年对

公司倾注的太多情感， 也是那份割

舍不掉的公募情怀， 让他毅然选择

了坚守。

2014年末，覃波正式担任长信基

金总经理，明确提出公司的战略方向

及发展目标要“不忘初心” ：长信基

金要做一家负责任和有情怀的公司，

提倡践行绝对收益， 回归行业本源，

不博弈、不摇摆、不跟随、不漂移，切

实把投资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正

做到为投资人创造价值。

“我们不能混淆目标和结果这两

个词。” 覃波说，过去基金公司谈及发

展目标，往往会说规模、排名。 实际

上，规模、排名只是结果而非目标，是

在确定了正确的目标和实现途径之

后所引发的结果。 长信基金的目标是

做正确的事情，通过正确的人、方法、

平台，结合行业的特点、公司的资源，

为客户赚钱，而不是赚客户的钱。 纵

观国内市场上可圈可点的资产管理

公司，归根到底也都在坚持为持有人

创造价值， 坚持走在正确的路上，取

得的是“价值观的胜利” 。

他同时也详细阐述了对于绝对

收益的理解：“绝对收益不等于即期

赚钱， 绝对收益的核心关键词是风

险控制。 在良好的风险控制理念和

体系下， 去匹配客户需求和产品特

性，来赚取中长期稳定的正回报。 ”

具体而言， 风控体系也包括从理念

到执行到后台支持的若干个层面，

第一是基金经理投资理念和策略层

面的风控， 第二是交易和执行层面

的风控， 第三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台

作为风控支持。

近两年来，长信基金一直围绕绝

对收益的目标， 坚定地从理念上、团

队上、机制上、产品上进行打造和设

计。 固定收益上，对每个产品收益目

标和风险特征进行明确定位，不争相

对排名，只盯收益目标，不飘移，不摇

摆；量化投资上，通过量化模型工具、

均衡分散策略和资产配置理念，去规

避风险，把握机会；在主动权益上，通

过“深入发掘价值，不博弈不跟随” ，

从较长周期来保证投资人利益。

管理靠人

种下激励和文化“梧桐树”

足球是覃波挚爱的运动，在球场

上奔跑近30年， 他信奉现代奥林匹

克之父顾拜旦的一句话 “人生最重

要的不是凯旋，而是战斗” 。 在最近

结束的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足球赛

2017年赛季中， 他带领着长信基金

足球队夺得冠军， 他本人也获评为

“最佳教练” 。

在另一个赛场，覃波同样将长信

基金这支“队伍” 管理得很好：近年

来，公司麾下“老将” 愈加稳健，“新

秀” 日益突出，整个队伍人才济济，不

仅吸引了诸多外部人才加盟，也感召

了“奔私” 老员工的回流，各业务团

队的市场认知度持续提升。

公司固定收益投资掌舵人副总

经理李小羽，2002年就加入了处于筹

备期的长信基金，是行业里有口皆碑

的固收老将，他管理的长信利丰债券

多次获得“金牛奖” 。 固定收益投资

团队成立于2003年，一直以来稳扎稳

打、严控风险，在债市的几轮调整中，

较好地保住了投资收益。

量化团队历经9年沉淀， 获得同

业及市场认可，领军者是总经理助理

常松。 常松拥有17年投资研究经验，

2015年加入公司后，组建了全新的量

化团队，布局主动量化、行业量化等

系列核心产品。

安昀回归老东家，在公司被传为

一段佳话。 安昀曾经是新财富最佳策

略分析师第一名，2008年11月加入长

信基金，2011年10月起管理长信内需

成长混合，之后他在大牛市的“奔私

潮” 中投身私募。在覃波的力邀下，安

昀最终回归长信基金，担任总经理助

理，分管权益投资。 安昀回归后，他的

投资学识、对团队的培养方式，丰富

了公司之前确定的投资理念、投资框

架，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

在覃波看来，投资团队的三位掌

舵者，都是绝对收益理念的高度认同

者和坚定执行者。 这样的人才和公司

理念、文化、产品特性充分结合，使整

个公司从产品、从团队、从理念上达

到绝对收益方向的高度一致，并能把

方向变为现实。

资深高管及基金经理之外，一批

基金经理新秀也渐渐崭露头角，其

中， 包括量化投资部总监左金保、研

究发展部总监高远、绝对收益部副总

监黄韵等。

对于核心人才队伍的稳固和扩

充，有人归结为，这是股权激励破冰

的结果。 此前，在2017年2月，长信基

金完成了首期股权激励。 覃波说，目

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实行股权激

励，同时不少专业人士已经发起或正

在申请设立公募基金公司，深刻感受

到这种组织形态的变化，对于中型基

金公司可能构成较大影响和冲击。 所

以，要沉下心来结合公司的长远规划

来实施二期、三期股权激励，让更多

员工能够参与分享公司的成长。

与此同时， 长信基金还在持续推

进事业部改革，在统一风控、交易、销售

资源的平台上， 构建奖惩分明的分配

激励机制。 覃波强调，有别于传统的事

业部概念， 公司的每个事业部需要服

从公司整体的绝对收益目标框架，不

能损害投资人利益和公司长期品牌。

覃波认为，如果对团队的凝聚力

作归因分析， 有奖惩分明的激励因

素， 理想和情怀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正所谓“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

先进的理念和文化就像一块磁石，一

定会吸引集聚人才。

而一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就恰

如一支球队的教练一样，未必能在赛

场上左冲右突，但一定是最了解球队

的人。 了解球队每个成员的特点、优

势，从而排兵布阵、人尽其才；同时也

赋予这支球队以精神内核， 凝聚人

心，激发组织的战斗力。

值得一提的是，长信基金专门开

辟出一角作为图书阅读区，自2016年

10月起，“长读长信” 读书会活动已

经开办了近20期。 对此，覃波说，“管

理靠人，人靠素质，素质靠学习” 是自

己深刻的体会， 虽然名为读书会，其

实是培养队伍、统一思想最重要的阵

地。 投资理念、投资价值观就是从不

断学习及碰撞中获得的。

业务协同

期待1+1+1>3合力效应

长信基金固定收益投资团队一

直是业内知名的“老牌劲旅” ，在过

去的两年中，公司的量化投资品牌得

到市场认可，主动权益类业务在安昀

回归之后亦渐入佳境，公司业务板块

逐步形成了“三驾马车” 格局。

对于这几大业务板块的发展，覃

波表示，固定收益业务今年以“夯实

基础” 为重点，在日趋齐全的产品线

上进一步补充完善，形成货币、纯债、

混合债等全产品线。 值得注意的是，

长信基金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管理正

沿着精细化的方向，打造风控+配置、

策略+管理、执行+反馈的立体管理体

系；针对每个产品、每个客户的风险

收益进行明确定位， 实施一品一策、

一户一策， 做到统一平台上精细管

理。“每个账户的管理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匹配产品属性、根据风险收益特

征，量体裁衣制定出针对性策略。 ”

在量化投资上，早在2008年就组

建了量化投资团队，2010年发行了公

司第一只量化基金长信量化先锋，该

产品于2016年、2017年两次获得“五

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

金” 。 量化品牌在多年锤炼后成为公

司的另一大优势所在。 在量化投资大

体系下， 公司目前设置量化投资部、

混合策略部、FOF投资部等， 细分管

理不同策略、不同类型的量化产品。

对于主动权益投资，长信基金同

样是聚焦长期增值回报的投资目标，

将价值投资理念通过组织架构、考核

激励和产品运营等落到实处，突出产

品的长端业绩优势。 在已有价值蓝

筹、新兴成长、打新配置等权益产品

基础上， 公司正在积极研究封闭操

作、定期开放的价值型基金。 另外，细

分投研团队，设置研究发展部、权益

投资部、绝对收益部等。

随着这三大业务板块的快速发

展， 覃波最近重点思考的命题是，如

何强化业务板块之间的协同与融合，

形成合力， 激发出1+1+1>3的效应。

他提到，在公司年中策略会上，三大

投研板块的每一位基金经理都进行

了分享，其间的碰撞和交流，给了彼

此不少灵感。 比如固定收益团队对于

宏观、利率的分析，对权益团队提供

策略支持； 权益研究团队的选股思

路、行业观点同样能启发量化投资和

固收部门的混合策略基金经理；量化

团队对市场的全景式扫描和分析，也

能为其他团队提供参考建议； 包括

QDII团队对海外市场的观察，亦是这

种互相补益的一部分。

“我们最近正在考虑， 深度融合

这三大业务板块的投资研究能力，打

造一只代表长信基金整体投研实力

的旗舰型基金。” 覃波透露，借鉴了桥

水基金等海外公司的做法，这只全市

场全天候进行资产配置的宏观对冲

策略基金已经在初步的筹划之中，未

来将是公司各部门之间通力合作的

产物。 长信基金成立资产配置委员

会，作为基金的最终负责人，在调配

公司所有投研资源的基础上进行通

盘决策。

他表示，一直以来长信基金希望

展示给外界的不是几位“明星基金经

理” ，而是一个“明星投研团队” 。 借

鉴国外优秀公司的经验可以看到，公

司最终比拼的是包含投研团队协同

能力在内的综合投研实力。 明星基金

经理的光芒某种程度上带有偶然性

和波动性， 而团队协作的投资模式，

将能够更好的发挥投资管理的科学

性和稳定性，让业绩可复制、可持续。

富达和桥水两家海外公司，也是长信

基金发展的标杆。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覃波：坚持绝对收益 追求长期信任

□本报记者 黄淑慧

近两年来， 长信基金成为中型基金公司厚积薄发、 脱颖而出的样本之一： 截至2017年二季度末， 公司公募资产规模达到

617.03亿元，较2014年末增长247.45%；固收、量化、主动权益几大业务多点开花。 根据海通证券绝对收益方向整体业绩排行榜，

长信基金权益投资近三年回报率居行业第9名，固定收益投资居第5名。 2017年4月，长信基金荣膺“十大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

在长信基金总经理覃波看来，基金产品业绩和公司规模增速仅是外在表现形式，评价一家基金公司，应当关注的是其理念、文

化和机制。公募基金首先要对投资者负起信托责任，将为投资者创造持续价值作为自身发展战略的原点。对于长信基金而言，在近

些年来的发展中，一直坚持做绝对收益的践行者。 对于旗下固收、量化、主动权益三大业务板块，公司都将围绕创造绝对收益这一

目标，坚定地从理念上、团队上、机制上、产品上进行打造和设计。

长信基金总经理 覃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