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骏（上）胡剑（下）

胡剑， 经济学硕

士。 曾任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

益部债券研究员、基

金经理助理兼债券研

究员、 固定收益研究

部负责人、 固定收益

总部总经理助理，以

及易方达中债新综合

债 券 指 数 基 金

（LOF）、易方达纯债

债券基金、 易方达永

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易方达纯债1年

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的

基金经理。 现任易方

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研究部总经

理， 以及易方达稳健

收益债券基金、 易方

达信用债债券基金、

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

开放式混合基金、易

方达瑞财灵活配置混

合基金、 易方达裕景

添利6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基金、 易方达高

等级信用债债券基

金、 易方达丰惠混合

基金的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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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基金

胡剑：坚持独立判断 强调风险调整后收益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实习记者 万宇

据Choice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

年底，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A和B在

过去三年的净值增长率分别达到

59.81%和61.24%， 在同类基金业绩

排名中名列前茅； 更为难得的是，该

基金是全市场二级债基中规模最大

的基金之一。 由于中长期业绩优异，

在第十四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 评

选中，该基金荣获“三年期开放式债

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事实上，该

基金已连续两年获得这一殊荣。

胡剑自2012年2月份开始接管易

方达稳健收益A和B的投资管理工

作，截至目前，其任职以来的收益已

分别高达85.39%和88.59%，这一业绩

数据即便放在权益类市场也可谓熠

熠生辉，而该基金的规模更是从他最

初接管时的6亿增加至如今的110亿。

“重视研究， 坚持自己认可的核心价

值，追求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最大化。”

这是胡剑多年来逐步形成并坚持执

行的投资理念，也正是这样的理念使

他在2015年和2016年波动较大的市

场中为投资者保全了收益。 对于今年

下半年债市的走势，他认为基本面在

下半年出现走低的概率上升，债券市

场有望维持区间震荡的行情。

强调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最大化

易方达稳健收益的业绩能保持

长期领先， 在于胡剑敢于去做逆势

的判断， 坚持自己认可的核心价值

理念。

“在预判经济形势的时候，不能

因为市场上涨而乐观， 也不能因为

市场下跌而悲观。 ” 胡剑说，市场多

数时候是情绪化的， 作为专业的投

资人，要以研究为基础，敢于去做与

市场不一样的决策。比如在2015年7

月， 稳健收益的净值还一度逆势创

出新高。 回顾2015年和2016年的市

场波动， 胡剑不无感慨地说：“近两

年金融市场波诡云谲， 都是市场情

绪助推的行情， 也是最能考验投资

人员独立思考能力和投资判断能力

的试金石。 ”

在“以成败论英雄” 的氛围下，

公募基金行业热衷于追逐排名的光

环。 但胡剑并不看重某个年份的排

名， 一方面公司的激励机制会偏重

于中长期业绩， 基金经理没有短期

排名压力；另一方面，债券市场越来

越成为机构客户为主的市场， 机构

客户不单单只看短期收益， 而是更

加看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和成熟稳

定的投资风格， 以及长期超越市场

的能力。

胡剑非常强调风险调整后的收

益。 他介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主要

是在波动和收益之间寻找平衡。 由

于机构的负债来源和负债成本都存

在不确定性， 因此他们更加希望管

理人在承担确定波动的范围内实现

收益最大化。 稳健收益基金正是因

为在较好地控制波动率和回撤的基

础上，还能持续创造超额收益，由此

才获得越来越多机构投资者的认同

和投资。

债市将维持区间震荡行情

对于未来债市的走势， 胡剑表

示，“现在债券收益率已达到历史中

性偏高水平， 未来走势取决于经济

基本面的走向， 但在紧缩的资金面

约束下， 债券市场有望维持区间震

荡行情。 ”

胡剑也进一步指出，“但从短期

来看，供给测结构性改革和环保压力

加大，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微观价格

信号紊乱，需求情况较难准确从价格

信号中得到判断，债市短期出现快速

上涨的可能性也不大。 ”

具体到实际操作中，基金将维持目

前相对偏中性的久期水平，根据市场情

况适度调整结构，优选一些性价比高的

个券，同时积极调整组合的流动性和灵

活性，等待经济下行信号进一步增加久

期和仓位。 权益方面，考虑到下半年经

济下滑压力，且经历了上半年的上涨之

后， 大盘蓝筹股票的估值有所回升，未

来这一类资产的性价比有所降低，因此

基金将维持适度偏谨慎的权益仓位，主

要从“自下而上”的角度，选择真正具

备投资价值的品种。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马骏：不谋短期第一 力求行稳致远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实习记者 万宇

在今年第十四届“金牛奖” 评选

中， 易方达基金在固收领域收获颇

丰，除获得“三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

续优胜金牛基金” 、“2016年度开放

式货币市场金牛基金” 奖项外，又再

次斩获 “固定收益投资金牛基金公

司” 奖项，这已是2014年以来，易方

达固收团队连续第三次获此殊荣。

“我们不追求第一， 而是持续地做专

业的事。” 近日，易方达副总裁马骏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追求

长期稳定的收益、建立高标准的内控

体系是易方达固定收益团队取得良

好业绩的重要原因。

不追求短期排名

易方达的固收团队在基金业内

赫赫有名。 这种名气，来自于团队长

期优异的投资业绩。 作为易方达固收

团队负责人，马骏一直践行着这样的

投资管理理念：均衡配置，追求长期、

稳定的业绩。

他认为， 一些投资团队和基金

经理会受制于大环境因素， 过度追

求短期业绩排名。 事实上，“第一的

光环” 会吸引很多投资者，有利于当

期管理规模的快速增加， 这对基金

经理和基金公司来说当期的性价比

很 高 。 但 它 的 弊 端 也 是 显 而 易

见———“第一” 如果是建立在无法

保证投资策略和投资节奏始终正确

的前提下， 这种配置方式很容易带

来较大的组合净值波动， 最终也会

使管理规模波动较大。

“易方达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

从来不做挑战能力边界的事。 ” 马

骏说， 通过挑战能力边界而达到的

高收益不是成绩而是风险。 这种

“跳涨” 可能在某一年表现很好，但

并不会持续稳定， 业绩和规模波动

巨大是必然的， 这也是市场上存在

的被投资者和媒体不断诟病的‘今

年第一、明年倒数第一’ 的一种现

象。对于基金公司而言，提高管理效

率和业绩稳定性的唯一方法是提升

业务能力中枢， 追求长期稳健的投

资回报。

行胜于言。 在易方达固收团队内

部，这种追求长期稳健回报的投资理

念，被贯彻在投资、研究、交易的方方

面面。 众所周知，激励机制是投研的

“指挥棒” ，对于投研人员投资风格、

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证券

报记者了解到，易方达固定收益团队

的激励机制就倾向于奖励善于 “长

跑” 者。例如，年度排名第一的基金经

理和前四分之一的基金经理绩效基

本一致，而真正得到很高激励的是三

至五年业绩持续稳定、投资策略具有

规模效应的基金经理。

不断提高内控标准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长期优异

的投资业绩，让易方达固收团队受到

越来越多投资者的信任，随之而来的

是管理规模的持续增长———过去七

年，易方达固定收益团队的管理规模

每年以50%到100%的速度增长。

“现在易方达已经成长为一条

‘大船’ 。‘小船’ 的时候还可以经常

试错，‘大船’ 就很难轻易掉头了。 ”

马骏坦言，“易方达的内控标准是随

着规模的增加而不断提高的，规模越

大，内控标准越严，唯有如此才能保

证‘大船’ 不出大的问题。 ”

强调平台的作用就是举措之一。

在马骏看来，固定收益投资是一个强

调规模的业务，规模越大，越需要强

调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专业分工。 易方

达从2010年开始持续稳定地投入资

源，搭建业务平台，开发自主的投资

管理系统，提倡专业分工，不断提升

管理效率。

同时，为了更好地平衡业务发展

和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易方

达基金主动调整固收团队的管理方

式，以便更好地实现规模、业绩和内

控三者的平衡。 马骏说，对于一支固

收团队而言，规模往往取决于平台效

率， 业绩取决于投研能力和专业分

工，内控则强调均衡、一致。 平衡好上

述三个因素的关系，将会使易方达固

收团队更加行稳致远。

“易方达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靠

口碑、靠平台，不追求短期的规模

增长和业绩排名。 易方达的业务管

理不以规模导向， 规模只是结果，

不是业务发展追求的目标，易方达

发展固收业务的初衷是为投资者

获取更高的风险调整后收益。 ” 马

骏如是说。

马骏，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

士（EMBA），副总裁。 曾任君安证券

有限公司营业部职员；深圳众大投资

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广发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现金

管理部总经理、 固定收益总部总经

理、总裁助理、固定收益投资总监、固

定收益首席投资官、基金科讯基金经

理、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 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基金基金经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易方达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 易方达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人民币合格

境外投资者（RQFII）业务负责人、证

券交易负责人员（RO）、就证券提供

意见负责人员（RO）、提供资产管理

负责人员（RO）、RQFII/QFII产品投

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中债资信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