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建岩， 经济学硕

士。 历任第一创业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资管部投

资经理；2009年 12月加

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从事债券研究分析

工作， 担任固定收益部

债券研究员，2013年2月

至2014年3月担任鹏华

产业债债券基金基金经

理，2013年3月至2016年

5月兼任鹏华国企债债

券基金基金经理，2013

年11月至2016年5月兼

任鹏华丰融定期开放债

券基金基金经理。 2011

年4月起担任鹏华信用

增利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2014年5月起兼任鹏华

货币基金基金经理 ，

2015年3月起兼任鹏华

双债增利债券基金基金

经理，2017年5月兼任鹏

华丰嘉债券基金基金经

理， 现同时担任固定收

益部副总经理。

邱杰，前海开源董

事总经理、联席投资总

监，10年基金从业经历。

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

历任南方基金行业研

究员、中小盘股票研究

员、 制造业组组长；建

信基金研究员。 当前管

理前海开源股息率100

强、 前海开源再融资、

前海开源清洁能源、前

海开源恒远保本、前海

开源祥和债券等基金

产品。 邱杰具有丰富的

投资研究经验，对新兴

产业、 周期性行业、稳

定增长行业均有长期

深入的研究，善于结合

“自上而下” 和“自下

而上” 的研究方法，顺

应经济和行业发展趋

势，选择具有竞争优势

的企业进行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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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基金

刘建岩：真正的投资者需要不断反思

□

本报记者 姜沁诗

自从2006年硕士毕业后，刘建岩

就开始从事债券市场投资研究工作，

当时我国债券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

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债券市场已经历

十一年的快速发展，刘建岩也随着整

个行业共同成长了十一年。 谈到投资

心得，刘建岩表示，做投资是不断自

我否定的过程，努力给投资者带来长

期稳定回报，是刘建岩从业以来一直

坚守的准则。

追求长期稳定回报

至于为何一开始便选择债券研

究，刘建岩表示，股票投资是大众化

的投资，投资者结构非常多元化。 而

在债券市场中，债券职业投资人的圈

子没有那么广，并以专业化的机构投

资者为主，市场环境相对而言没有那

么复杂。 “债券市场的特殊性质和我

个人性格比较一致。 ” 他说。

提到投资心得， 刘建岩表示，做

投资是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 真正的

投资者需要不断反思， 风险无处不

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在全力

挖掘价值的同时，另一半时间其实是

要努力规避风险。 ” 他说。

努力给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回

报，是刘建岩从业以来一直坚守的准

则。 他认为，基金经理有两种，有的目

标是排名，有的则是以切实工作服务

投资人。 “在这个行业要树立长期的

信用，还是要做后者。 债券投资本身

属于相对低风险的稳健投资，这也是

投资人买债基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

我们要控制好组合的波动性。 ”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刘建岩

管理的这只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基金

不仅在今年被评为 “2016年度开放

式债券型金牛基金” ，早在2013年第

十届金牛奖，该产品就被评为“2012

年度债券型金牛基金” 。 中国证券报

记者从wind数据统计中发现，2016

年， 鹏华信用增利A全年回报为

4.95%，在268只混合二级债基中排名

第6位。 鹏华信用增利B全年回报为

4.86%，在268只混合二级债基中排名

第8位。

尽管曾多次荣获业内权威奖项，

刘建岩仍强调看重投资者体验：“投

资者要的不是牺牲波动性来获得奖

项，而是要稳健的回报，我们秉承的

是这个风格。 ”

刘建岩表示， 债券交易方式以

场外为主，是机构之间的交易，因此

债券投资中团队作战是非常重要

的。 要充分了解所处的市场环境，仔

细认真听取和采纳团队意见， 团队

是为投资服务的，要以控制风险、争

取投资收益为核心， 以持有人利益

最大化为核心。

下半年仍以稳健投资为主

刘建岩表示， 债券投资从长期

来看， 最主要的收益来源是以基本

面为基础的利率变化趋势。 近十几

年以来， 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

变化， 资本市场也随之发生明显改

变，投资工具更加多样化，市场波动

性也明显提高， 在债券市场得到极

大丰富的同时， 也给债券投资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大类资产配置理念的不断

深入， 债券投资的稳健性会越来越

得到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的关注。“在

经历较多的市场波动后， 投资者也

在不断的学习和受教育， 大家开始

认识到要均衡配置资产， 寻找与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平衡点。 ”

刘建岩说。

回顾近几年的市场表现，2013年

下半年钱荒之后，债券市场在2014年

至2016年走出了一波大牛市，这个过

程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债券市场的

发展，参与群体不断扩张，债券投资

品种、债券衍生品也在这一期间进一

步丰富和繁荣， 市场活跃度明显提

升。 进入2017年后债券市场整体偏

弱，在加强金融监管和经济去杠杆的

影响下，债市开始进入一轮新的整固

时期。

刘建岩认为，基于目前的基本面

和政策面，市场可能仍需一段时间的

调整来寻找新的平衡点。 但是随着监

管效果逐步显现，以及金融杠杆水平

的整体下降，相信不久之后债券市场

的投资主线一定会再次回到基本面

上来。

从具体投资策略来看， 他认为

下半年仍要以稳健投资为主， 等待

和寻找机会，“我们很难明确指出什

么时候市场会迎来确定性拐点，但

可以判断出债市的风险正在逐渐消

化和释放， 市场也正在逐渐趋近新

的均衡点。 短期来看，可以考虑主要

配置中高资质的短久期信用债，如

果新的上涨趋势逐步形成， 则需要

将久期水平拉长， 以争取更好的投

资回报。 ”

前海开源再融资股票基金

邱杰：顺应发展趋势 捕捉时间认可的股票

□

本报实习记者 王蕊

相较那些紧盯风口、追逐热点的

同行，前海开源再融资股票基金经理

邱杰更倾向于默默深耕，发掘自己真

正看好的公司。 而他的投资目标，就

是在能规避风险且遵守基金契约的

前提下，努力追求绝对收益。 正是由

于一直以坚持“选出好公司，与时间

做朋友” 为座右铭，前海开源再融资

主题精选基金被评为 “2016年开放

式股票型金牛基金” 。

再融资市场大有可为

前海开源再融资股票基金的主

要投资标的是，处于再融资进程或再

融资完成后一定时期的优质证券。 邱

杰表示， 根据十年统计数据分析，由

于再融资对于公司的基本面有一定

的改善，增发公司第二年的收入增速

可能比整个市场高10%，利润增速高

20%， 因此在再融资公司中选股，通

常会有一定超额收益。

过去两年由于定增市场的火热，

A股市场再融资的规模和数量都出现

了爆发式的增长； 而近期受新规影

响，定增市场逐渐降温，但可转债等

再融资方式快速发展。 与业内普遍采

用谨慎策略应对政策变化的看法不

同，邱杰表示，再融资监管趋严反而

有利于再融资项目质量提升，这为从

再融资主题中选择优质股票提供了

更好的基础条件，长期来看更有利于

市场发展。

邱杰指出，再融资是二级市场向

实体经济输送资金的核心方式，目前

监管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为了提高融

资效率，避免炒题材、圈钱以及套利

现象的发生。 把融到的钱用到最需要

的地方去，使资金真正发挥出对实体

经济的促进作用。

因此他认为，再融资的核心并

没有随着监管加强而改变，粗放式

的定增会受到约束，但好的项目不

管是增发还是可转债都将会保持

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预计未来再融

资的数量和规模会有所收缩同时

质量会有明显的提升，不仅有利于

实体经济、 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

也有利于再融资基金更好地挑选

优质个股。

邱杰指出，定增加强监管后，配

股、 转债等融资方向得到了相应的

促进，自己也更多从公开增发、可转

债等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中挑选优质

股票。 目前来看，制造业仍是比较有

优势的产业，建议关注家电、汽车、

家具等增长较快而确定， 估值也较

低的股票。

稳健投资真成长股

在同事眼中，邱杰做投资的最大

特点是稳健。 天天基金网数据显示，

截至8月3日， 他管理的前海开源再

融资股票近两年涨幅达25.23%，在

同类的531只基金中排名第30位。 邱

杰说，他其实“不太爱往人多的地方

去” ，一般都不会去参与市场的中短

期热点。 选择好的公司、与时间做朋

友、是他稳定持续获得较好收益的主

要秘诀。

《孙子兵法》 云，“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 邱杰非常赞同这句

话，在他看来，投资中最重要的事是

控制风险。 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追求

绝对收益放在第一位；而在市场风险

比较高的时候，便会适当降低基金的

风险暴露。

邱杰认为， 投资能够获得可持

续收益的关键， 是买入持有那些估

值和成长性匹配的个股， 最终通过

企业盈利的增长以及市场价格向合

理价格的回归来赚钱。 他介绍说，所

谓“价值投资” 和“成长投资” 并没

有明显界限，不管是哪类公司，估值

都必须与成长的速度和确定性匹

配， 否则不论是成长股还是所谓的

价值股都可能出现泡沫， 因此他更

偏好业绩有真实成长且估值合理的

个股。

邱杰分析，今年其实不纯粹是价

值投资的机会，机会更多来自于真正

有内生业绩增长的公司。 由于市场中

暂未出现系统性机会，选股或者选择

行业成为基金经理当前最需要把握

的关键点。

对于行业选择，邱杰较为看重竞

争格局，竞争格局好的行业更值得长

期投资。 同时，他表示今年以来许多

板块内部分化严重，同样一个行业或

板块内的个股往往表现迥异，这和过

去些年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他

说，这表明A股市场的有效性在提高，

市场变得更为成熟，当下个股的选择

更为重要。 而随着新股发行提速，未

来市场或许会有4000甚至5000只股

票，选股的难度也会随之加大，分化

或许会更加严重。

刘建岩（上）邱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