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募系” 公募成长记

“鲶鱼” 潜水 江湖依旧

本报记者 吴娟娟 叶斯琦

1月5日，证监会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资深PE机构弘毅投资申请设立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已经获批，公司名称为“弘毅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2014年夏天，第一家“私募系” 公募九泰基金诞生。 之后一些PE、证券私募公司陆续进军公募行业，公募江湖中的“私募系” 雏形渐现。

“私募系” 公募诞生之初，行业人士普遍好奇，“鲶鱼入水” 将如何颠覆公募行业格局。 然而三年时间过去，相较于颠覆行业，“私募系” 公募更关心的是怎么活下去。 业内人士指出，“私募系” 公募的优越性在于可以更灵活地进行股权激励。 不过怎么激励才能吸引最优秀的基金经理，而又使他们不至于在重赏之下“用力过猛” ，仍是个未解的难题。

当务之急是“活下去”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按照管理规模来看，“私募系” 鲶鱼效应尚未显现。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 12月31日，剔除ETF联接基金之后，九泰基金管理规模为 143 .97亿元，其中非货币基金规模为112 .8亿元，行业排名第70位。 鹏扬基金管理规模为72 .42亿元，其中非货币基金规模为38 .05亿元，行业排名第83位。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规模为9 .20亿元，其中非货币基金规模为 3 .78亿元，行业排名第 109位。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规模为40 .78亿元，其中非货币基金规模为3 .35亿元，行业排名第112位。 新沃基金管理规模为42 .21亿元，其中非货币基金规模为0 .45亿元，行业排名第120位。 此外，恒越、凯石、博道以及刚刚获得公募牌照的弘毅远方基金都还没有规模数据。

“难度比想象的要大。 ” 谈及“奔公” 的感受，鹏扬基金总经理杨爱斌感慨 。 杨爱斌曾是华夏基金固定收益投资的灵魂人物。 2011年7月，杨爱斌离开华夏创立鹏扬投资，并在5年内将鹏扬投资的资产管理规模做到400亿元。 2016年7月，杨爱斌正式拿到证监会同意设立鹏扬基金的批文 ，告别私募江湖，重新开启公募征程。 杨爱斌表示，公募基金竞争异常激烈，“私募系” 公募的当务之急，是活下去。

不仅是杨爱斌，曾任富国基金投资总监、短短数年将富国基金业绩从业内后列带到前列的凯石基金董事长陈继武亦表示，“奔公” 创业不易 。

为了承接私募时期积累的客户，“奔公” 之后，私募系基金公司一般会试图将原来的私募客户转换成公募专户客户 。 不过，记者从“奔公” 的私募了解到 ，这一转化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尤其是经由三方平台销售的私募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此前与客户较少直接沟通 。 此外，转化的手续繁琐，而且不少客户对管理人做公募之后能否维持投资水准存疑。 因此，相当一部分客户在私募基金清算之后选择离开管理人，转化过程中的“磨损” 严重。

“奔公” 的困难使得私募在考虑“奔公” 时非常慎重。 一家业绩优异的百亿私募负责人就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至少现阶段，还不想做公募。 ” 他认为，做固定收益的，确实有必要考虑转成公募，因为债券基金收益率低，提成较难，因此做大规模很重要。 而且债券基金的投资者以机构为主 ，一赎就全赎光了，所以需要开展公募业务。

相比之下，专注股票投资的公募未必好做 。 他表示，首先，做公募之后没办法后端提成，而私募可以有 15%-20%的提成。 因此“奔公” 之后，即使管理 1000亿元规模，也只能拿固定管理费 ，这与管理200亿元私募的收益可能差不多 。 虽然“奔公” 之后可以做专户业务，但监管部门不会允许只发专户产品。

其次，公募业务管理成本高。 100亿元的管理规模，公募至少得有50到60个人，而私募只要30个人就够了 。 “当然，私募的监管也在趋严，管理成本也在提高 。 以前私募门槛太低了，现在回到正常水平 ，对行业发展是好事。 ”

最大的王牌是股权激励

对于“私募系” 公募来说，最大的王牌是股权激励。 “私募系” 公募的控股权掌握在个人或者民营企业股东里，公司更容易以“股权激励” 招揽人才 。 在《基金长青》中，华夏基金创始人范勇宏就表示，公募基金中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吸引并留住人才 。

“私募系” 公募深知其在股权激励上具有优越性。 陈继武说 ，希望有一些历经资本市场起伏的人来坐镇公司。 杨爱斌也成功邀请了资产配置大佬卢安平加盟鹏扬。

格上理财研究员杨晓晴表示，“私募系” 公募基金成立时间短，组织架构简单 ，决策效率高，运作更灵活，前期发展速度快。 其背后相对简单的股东背景 ，有利于股权激励的充分开展，在轻资产、重人才的公募行业，这是吸引人才的“杀手锏” 。 但硬币总有两面。 简单的股东背景也意味着势单力薄 ，没有重量级股东的协助 ，在拼规模的公募行业，短期内公司的发展很难大步前进。

他山之石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20世纪90年代 ，美国共同基金历史上出现了一次改变美国乃至世界资管行业格局的“出走” 。 1992年，由于无法与黑石的创始人苏世民达成共识，拉里·芬克决定将贝莱德从黑石独立出去。 拉里·芬克与苏世民的争端正起于管理层持股。

当时，黑石和贝莱德通过相互持股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连接，黑石握有贝莱德36 .3%的股份。 随着公司的发展，芬克认为，资管行业的核心是人才，希望招徕新鲜血液 ，而要吸引华尔街精英为公司卖力，芬克认为必须许诺他们股权。 但苏世民对于让渡股权一事并不支持 ，芬克一气之下带着一班人马出走，另立门户。 20年后，贝莱德成为资管规模一度超过 7万亿美元的资管巨头，坐稳美国共同基金第一把交椅。 苏世民也公开承认当年过于固执 。

香港大学商学院教授、诺亚（国际）首席研究官夏春认为，“核心管理层持股是贝莱德成功的基础” 。 其认为，没有这个基础，贝莱德很难在机遇来临时迅速抓住机会。

美国另一公募基金大佬 、领航投资创始人约翰·博格亦表示，公募基金公司归谁所有，决定着发展方向。 传统的公募基金公司，董事会由公司之外的股东主导（下称“外部股东 ” ），外部股东没有动力为基金投资者谋利。 而基金公司的长期发展正取决于基金管理人能够为投资者谋利 。 因此，他认为，基金公司应该由内部人士主导，这样可避免外部压力，避免公司在业绩压力下追逐热门。

耶鲁商学院对上百家公募基金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也是外部股东主导的公募基金公司中，基金经理的薪酬更多与其短期业绩挂钩 。 这亦表明，内部人士主导更容易从长计议 ，为投资者实现长期收益。

公司治理问题仍待解

但股权激励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随着权益市场回暖，优秀的权益基金经理市场价格水涨船高，股权这一潜在激励的吸引力在真金白银面前黯然失色。 多位“私募系” 公募创始人告诉记者，单给股权已经不足以吸引最优秀的权益类基金经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私募人士表示，私募相较于公募有两个明显优势：第一，能够生存下来的私募都经过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一般都在投资方面拥有较强的独特优势；第二，私募有良好的股权激励机制。 在各类资管机构中，私募的股权激励是最充分的，有着“三合一” 的优势 ，通常股东、基金经理、管理层是同一批人。 优秀员工可以晋升为“合伙人” ，成为管理层和股东 ，而且股权比例不小。

但是，私募“奔公” 之后，这两大优势都在弱化 。 上述私募人士进一步指出，首先 ，虽然“奔公” 后私募也可以做专户业务，但私募和公募业务的投研团队必须完全隔离，这意味着其原有投研团队力量将分散。 在投资方面，原有的投资优势并不能保证延续。 其次，公募行业本身在股权激励方面也正在做出改变，所以“私募系” 公募在激励机制方面已经没有绝对优势。 “因此，短期之内还看不到‘私募系’ 的‘鲶鱼效应 ’ 。 ”

此外，短期激励方面，怎么设计薪酬激励才能使得基金经理全力以赴但又不用力过猛，这也是业内人士争论的焦点。 前海开源董事总经理杨德龙表示，事业部制度要奏效，公司必须给基金经理力度大且可快速兑现的业绩报酬 。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重赏之下，基金经理容易用力过猛，过度冒险。 陈继武就表示，激励要符合市场发展自身的规律，投资需天时地利人和，并非用力就有成绩，在不该用力的时候用力反而适得其反。

分析人士还指出，基金公司层面“用力过猛” 则容易扎堆。 2014年至2015年间先后出现了九泰、红土创新、中科沃土、新沃等四家 PE系公募基金。 当时新三板投资处在风口浪尖，四家中的三家将新三板列为重点发展领域 。 2016年，新三板投资市场冷却 ，投资风险显现。

后入场的“私募系” 公募，在开拓银行渠道方面也面临挑战 。 当前，老基金公司尚且经常抱怨跑渠道难，更不用说还没有规模和耀眼业绩的新公司。 业内人士表示，“私募系” 公募鲜见第一年就能拿下强势银行渠道的，以至于中科沃土公司设立第一年将渠道铺到工商银行时，公司将其视为难得的渠道业绩 。

应该看到 ，未来“私募系” 公募仍有望给公募基金行业带来改变。 杨晓晴表示，“私募系” 入场会加剧公募行业的竞争，毕竟大佬们的商誉和影响力不容小觑，很多因投资门槛原因不能购买私募产品的客户可通过“私募系” 公募产品来满足自身投资需求。 此外，“私募系” 追求长期绝对收益的投资理念也会影响注重阶段排名的传统公募。 “奔公” 也是私募人员回流公募的信号 ，凸显了公募行业的吸引力。

此外，业内人士还指出，对于私募行业而言 ，私募基金获得公募牌照并顺利募集和管理基金，是对其他私募管理人的一种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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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是“活下去”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 按照管理规模来

看，“私募系”鲶鱼效应尚未显现。 Wind数据显

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剔除ETF联接基金之

后，九泰基金管理规模为143.97亿元，其中非货

币基金规模为112.8亿元，行业排名第70位。鹏扬

基金管理规模为72.42亿元， 其中非货币基金规

模为38.05亿元，行业排名第83位。中科沃土基金

管理规模为9.20亿元， 其中非货币基金规模为

3.78亿元，行业排名第109位。红土创新基金管理

规模为40.78亿元， 其中非货币基金规模为3.35

亿元，行业排名第112位。 新沃基金管理规模为

42.21亿元，其中非货币基金规模为0.45亿元，行

业排名第120位。 此外，恒越、凯石、博道以及刚

刚获得公募牌照的弘毅远方基金都还没有规模

数据。

“难度比想象的要大。 ” 谈及“奔公” 的感

受，鹏扬基金总经理杨爱斌感慨。 杨爱斌曾是华

夏基金固定收益投资的灵魂人物。 2011年7月，

杨爱斌离开华夏创立鹏扬投资，并在5年内将鹏

扬投资的资产管理规模做到400亿元。 2016年7

月， 杨爱斌正式拿到证监会同意设立鹏扬基金

的批文，告别私募江湖，重新开启公募征程。 杨

爱斌表示， 公募基金竞争异常激烈，“私募系”

公募的当务之急，是活下去。

不仅是杨爱斌，曾任富国基金投资总监、短短

数年将富国基金业绩从业内后列带到前列的凯石

基金董事长陈继武亦表示，“奔公”创业不易。

为了承接私募时期积累的客户，“奔公” 之

后， 私募系基金公司一般会试图将原来的私募

客户转换成公募专户客户。 不过， 记者从 “奔

公” 的私募了解到， 这一转化实施起来困难重

重。 尤其是经由三方平台销售的私募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此前与客户较少直接沟通。 此外，转

化的手续繁琐， 而且不少客户对管理人做公募

之后能否维持投资水准存疑。 因此，相当一部分

客户在私募基金清算之后选择离开管理人，转

化过程中的“磨损”严重。

“奔公” 的困难使得私募在考虑“奔公” 时

非常慎重。 一家业绩优异的百亿私募负责人就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至少现阶段， 还不想做公

募。 ”他认为，做固定收益的，确实有必要考虑转

成公募，因为债券基金收益率低，提成较难，因此

做大规模很重要。 而且债券基金的投资者以机构

为主，一赎就全赎光了，所以需要开展公募业务。

相比之下，专注股票投资的公募未必好做。

他表示，首先，做公募之后没办法后端提成，而

私募可以有15%-20%的提成。 因此“奔公” 之

后，即使管理1000亿元规模，也只能拿固定管理

费， 这与管理200亿元私募的收益可能差不多。

虽然“奔公” 之后可以做专户业务，但监管部门

不会允许只发专户产品。

其次，公募业务管理成本高。 100亿元的管

理规模，公募至少得有50到60个人，而私募只要

30个人就够了。“当然，私募的监管也在趋严，管

理成本也在提高。 以前私募门槛太低了，现在回

到正常水平，对行业发展是好事。 ”

最大的王牌是股权激励

对于“私募系” 公募来说，最大的王牌是股

权激励。“私募系”公募的控股权掌握在个人或

者民营企业股东里，公司更容易以“股权激励”

招揽人才。 在《基金长青》中，华夏基金创始人

范勇宏就表示， 公募基金中公司治理的核心是

吸引并留住人才。

“私募系” 公募深知其在股权激励上具有

优越性。 陈继武说，希望有一些历经资本市场起

伏的人来坐镇公司。 杨爱斌也成功邀请了资产

配置大佬卢安平加盟鹏扬。

格上理财研究员杨晓晴表示，“私募系” 公

募基金成立时间短，组织架构简单，决策效率高，

运作更灵活，前期发展速度快。 其背后相对简单

的股东背景，有利于股权激励的充分开展，在轻

资产、重人才的公募行业，这是吸引人才的“杀手

锏” 。但硬币总有两面。简单的股东背景也意味着

势单力薄，没有重量级股东的协助，在拼规模的

公募行业，短期内公司的发展很难大步前进。

他山之石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20世纪90

年代， 美国共同基金历史上出现了一次改变美

国乃至世界资管行业格局的“出走” 。 1992年，

由于无法与黑石的创始人苏世民达成共识，拉

里·芬克决定将贝莱德从黑石独立出去。 拉里·

芬克与苏世民的争端正起于管理层持股。

当时， 黑石和贝莱德通过相互持股形成了

一个松散的连接， 黑石握有贝莱德36.3%的股

份。 随着公司的发展，芬克认为，资管行业的核

心是人才，希望招徕新鲜血液，而要吸引华尔街

精英为公司卖力，芬克认为必须许诺他们股权。

但苏世民对于让渡股权一事并不支持， 芬克一

气之下带着一班人马出走，另立门户。 20年后，

贝莱德成为资管规模一度超过7万亿美元的资

管巨头，坐稳美国共同基金第一把交椅。 苏世民

也公开承认当年过于固执。

香港大学商学院教授、诺亚（国际）首席研

究官夏春认为，“核心管理层持股是贝莱德成功

的基础” 。其认为，没有这个基础，贝莱德很难在

机遇来临时迅速抓住机会。

美国另一公募基金大佬、 领航投资创始人

约翰·博格亦表示， 公募基金公司归谁所有，决

定着发展方向。 传统的公募基金公司，董事会由

公司之外的股东主导（下称“外部股东” ），外

部股东没有动力为基金投资者谋利。 而基金公

司的长期发展正取决于基金管理人能够为投资

者谋利。 因此，他认为，基金公司应该由内部人

士主导，这样可避免外部压力，避免公司在业绩

压力下追逐热门。

耶鲁商学院对上百家公募基金进行研究后

得出的结论， 也是外部股东主导的公募基金公

司中，基金经理的薪酬更多与其短期业绩挂钩。

这亦表明，内部人士主导更容易从长计议，为投

资者实现长期收益。

公司治理问题仍待解

但股权激励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随

着权益市场回暖， 优秀的权益基金经理市场价

格水涨船高， 股权这一潜在激励的吸引力在真

金白银面前黯然失色。 多位“私募系”公募创始

人告诉记者， 单给股权已经不足以吸引最优秀

的权益类基金经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私募人士表示，

私募相较于公募有两个明显优势：第一，能够生

存下来的私募都经过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一般

都在投资方面拥有较强的独特优势；第二，私募

有良好的股权激励机制。 在各类资管机构中，私

募的股权激励是最充分的，有着“三合一” 的优

势，通常股东、基金经理、管理层是同一批人。 优

秀员工可以晋升为“合伙人” ，成为管理层和股

东，而且股权比例不小。

但是，私募“奔公” 之后，这两大优势都在

弱化。上述私募人士进一步指出，首先，虽然“奔

公”后私募也可以做专户业务，但私募和公募业

务的投研团队必须完全隔离， 这意味着其原有

投研团队力量将分散。 在投资方面，原有的投资

优势并不能保证延续。 其次，公募行业本身在股

权激励方面也正在做出改变，所以“私募系” 公

募在激励机制方面已经没有绝对优势。 “因此，

短期之内还看不到‘私募系’的‘鲶鱼效应’ 。 ”

此外，短期激励方面，怎么设计薪酬激励才

能使得基金经理全力以赴但又不用力过猛，这

也是业内人士争论的焦点。 前海开源董事总经

理杨德龙表示，事业部制度要奏效，公司必须给

基金经理力度大且可快速兑现的业绩报酬。 不

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重赏之下，基金经理容

易用力过猛，过度冒险。 陈继武就表示，激励要

符合市场发展自身的规律， 投资需天时地利人

和，并非用力就有成绩，在不该用力的时候用力

反而适得其反。

分析人士还指出， 基金公司层面 “用力过

猛” 则容易扎堆。 2014年至2015年间先后出现

了九泰、红土创新、中科沃土、新沃等四家PE系

公募基金。 当时新三板投资处在风口浪尖，四家

中的三家将新三板列为重点发展领域。 2016年，

新三板投资市场冷却，投资风险显现。

后入场的“私募系” 公募，在开拓银行渠道

方面也面临挑战。 当前，老基金公司尚且经常抱

怨跑渠道难， 更不用说还没有规模和耀眼业绩

的新公司。 业内人士表示，“私募系” 公募鲜见

第一年就能拿下强势银行渠道的， 以至于中科

沃土公司设立第一年将渠道铺到工商银行时，

公司将其视为难得的渠道业绩。

应该看到，未来“私募系” 公募仍有望给公

募基金行业带来改变。 杨晓晴表示，“私募系”

入场会加剧公募行业的竞争， 毕竟大佬们的商

誉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很多因投资门槛原因不

能购买私募产品的客户可通过“私募系” 公募

产品来满足自身投资需求。 此外，“私募系” 追

求长期绝对收益的投资理念也会影响注重阶段

排名的传统公募。“奔公”也是私募人员回流公

募的信号，凸显了公募行业的吸引力。

此外， 业内人士还指出， 对于私募行业而

言， 私募基金获得公募牌照并顺利募集和管理

基金，是对其他私募管理人的一种鼓励。

“私募系” 公募成长记

“鲶鱼” 潜水 江湖依旧

□本报记者 吴娟娟 叶斯琦

1月5日， 证监会最新公布的信

息显示，资深PE机构弘毅投资申请

设立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已经获

批，公司名称为“弘毅远方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 2014年夏天， 第一家

“私募系” 公募九泰基金诞生。 之后

一些PE、证券私募公司陆续进军公

募行业，公募江湖中的“私募系” 雏

形渐现。

“私募系” 公募诞生之初，行业

人士普遍好奇，“鲶鱼入水” 将如何

颠覆公募行业格局。然而三年时间过

去，相较于颠覆行业，“私募系” 公募

更关心的是怎么活下去。业内人士指

出，“私募系” 公募的优越性在于可

以更灵活地进行股权激励。不过怎么

激励才能吸引最优秀的基金经理，而

又使他们不至于在重赏之下 “用力

过猛” ，仍是个未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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