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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投资风格 博时基金20年建造投研平台“全能舰队”
□姜沁诗
7月13日，博时基金将迎来自
己20岁的生日。作为基金管理人，
投研实力被看作是绝对竞争力。
据悉，博时基金设立了权益、固收
和年金三个专业投委会， 以及养
老金、 大类资产配置两个决策小
组。在投委会领导下，形成了研究
驱动型、多元化风格投资策略、股
票/债券池管理制度约束下的基
金经理负责制。
在投研一体化模式的 打 造
上， 博时基金也在不断优化、创
新。目前来看，博时所管理的各类
资产均取得良好的投资收益增
长， 产品策略满足各类客户的资
产配置需求， 努力实现各类客户
长期财富管理的收益目标。 截至
2018年6月，博时基金拥有187人
的投研团队，硕博比例近90%，投
研团队平均从业年限7.4年。

投研一体化加速推进
研究体系全面升级

高端装备制造小组、 新能源清洁
和绿色投资小组、 大健康养老产
业等8个投研小组， 要求基本面、
确定性、深度覆盖，并编制模拟指
数和股票池， 最后对此进行综合
考核，落实到投研小组，解决研究
员和基金经理“两张皮” 的问题。
“博时研究部有两条并行的研究
体系，一条是研究部传统强项，主
要针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的跟踪分
析； 另一条则是对于市场上的新
兴行业或者短期的事件性机会，
则通过投研一体化小组来解
决。 ” 2008年加入博时，现任博时
基金研究部总经理王俊表示。
作为公司资历最久的 研 究
部总经理，王俊对研究部有着很
深的感情。 目前博时研究部拥有
超30人的研究团队，人员构成稳
定， 员工职业发展通道清晰、透
明，管理着包括旗舰基金博时主
题行业在内的多只公募基金，管
理规模超百亿。 “对于上市公司
的任何信息披露、行业发生的突
发事件等，我们都要求第一时间
做出分析和反馈。 ” 王俊说，“在
研究部，我们没有硬性的写报告
要求，但是目前还没有人打破我
的记录，我曾经最多的一年写过
260篇报告。 ”
为了跟上“新投资、新价值”
的投资理念步调，王俊表示，未来
研究部将从三方面来发力，首先，
研究是建立在海量数据与模型的
筛选之上， 随着市场环境复杂性
的加剧， 加强基础数据建设势在
必行。 其次，在研究员的培养上，
博时希望研究员能够站在企业家
的视角去思考企业的经营管理，
加深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 而非
简单地停留在买卖股票上。最后，
需要有国际化的视野， 了解中国
的公司和行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能够对中国企业去海外经营做评
估， 同时需要清楚外国投资者对
中国企业的看法。

作为业内价值投资理念的首
倡者和坚定践行者， 博时基金已
经深深地打上了“投资价值发现
者” 的品牌烙印，20年过去了，博
时依旧坚守价值投资， 但内涵和
外延也在不断地因时而新、 与时
俱进。
博时对于基础研究工 作 十
分重视，在数据资源、调研资源
等方面，都愿意无条件地给予支
持。 多年的经验积淀使得博时基
础研究功力十分扎实，在传统行
业的研究方面能够做到全方位
深度覆盖。 博时研究部对内实行
导师制工作文化，每位新入职的
员工都有一位自己的研究导师，
同时，前人的研究成功、经典的
投资案例，在博时研究部的“博
物馆” 里一应俱全，确保每一位
研究员都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 迅速成长。
2013年开始，博时基金在新
兴产业方面的研究力度开始加
大，从调研强度、研究人员配备、
发力多元资产配置
研究方法拓宽等多方面展开，扎
根于产业深处， 不仅覆盖上市公
不同于研究部自下而上的投
司， 同时也对行业里没有上市的 资理念， 宏观策略研究则是自上
龙头企业进行调研，对比分析，全 而下地为基金公司提供大类资产
面评估。 “在很多新兴产业估值 配置方向。 2011年，博时基金成
方面， 很大程度上是在比拼研究
的速度、深度和广度。 ” 博时基金
研究部总经理王俊表示。
2015年以来，考虑到国内不
同产业的发展及变迁， 同时为了
使研究和投资更好地结合， 博时
开始启动投研一体化改革， 包括
基金经理和研究员都纳入到投研
平台。在决策方式上，采取集体决
策的方式， 小组每位成员均有投
票权，但权重不同，基金经理起主
导地位。投研一体化小组的设立，
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对于整个公司
权益发展的重要性， 从而保持了
研究部的行业竞争力。
目前， 博时基金研究部作为
整个投研前线的弹药储备库，陆
续与投资部门一同建立了TMT
小组、新周期小组、新消费小组、

立宏观策略部，据介绍，博时是业
内首批成立这一部门的基金公
司。“对于基金公司而言，宏观研
究很重要， 未来基于宏观的资产
配置管理， 以及量化宏观对冲等
的研究和投资是基金公司走向国
际化所需要的。 ” 博时首席宏观
策略分析师魏凤春说。
博时基金早在2014年已着
手开发FOF业务， 投研团队设计
推出了多样化的专户和公募FOF
方案。 2016年7月，公司意识到以
FOF为代表的多元资产管理市场
前景广阔，及时调整了投研架构，
设立了具有宏观研究、策略配置、
风险管理综合背景的多元资产管
理部， 专门负责国内市场FOF产
品与业务的研发与投资管理。
博时的FOF业务旨在以强大
的数据分析为前提， 通过资产配
置、风险配置获取系统性收益。 资
产配置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博时基金自我开发的因子资产配
置系统做出， 强调风险配置是资
产配置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博时
基金内部建立了系统的基金评价
体系，在优选基金的基础上，将风
险与收益相匹配为客户获取绝对
收益。
在多元资产管理部成 立 之
后，宏观策略部的工作也向着市
场化、实战化的方向发展，部门
研究范围进一步调整，从A股、港
股、 国内债券扩大到全资产，实
现A股、港股、国内债券、海外股
票及债券市场、黄金、原油、商品
等全市场覆盖。 据魏凤春透露，
基于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资产
配置理念，博时对资产配置系统
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将研究方法
进行定量的体现，实现主观和客
观相结合。
魏凤春认为， 投资正在从靠
天吃饭的草莽时代， 转向工业时
代的系统化、流程化操作，由组合
经理的个人管理转为团队的系统
管理势在必行。近年来，单一资产
的大幅波动已无法满足客户的需
求， 现在更讲究风险和收益的平
衡， 投资也应当从单一性的收益
转向系统性的收益， 需要通过资
产配置强调风险和收益。

全方位布局指数量化投资
在指数与量化投资领域，博
时基金走在了行业的最前沿。 博
时旗下拥有涵盖各类别的指数
与量化投资产品，且领先布局大
数据投资研发领域，设有指数增
强组、ETF组和主动量化 组 ， 旨
在为客户提供多样化工具型配
置产品。
具体来看， 博时基金旗下的
指数与量化产品主要涵盖主动量
化、指数增强、ETF、大数据等类
型基金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目
前， 博时基金旗下的ETF基金系
列已形成风格股票、行业、债券、
商品、境外的多风格、跨市场、跨
境的ETF产品系列， 为投资者提
供最需要的基础投资工具。
如果说在指数类型产品领域
的布局完备， 体现了博时基金公
司综合实力，那么，近年来博时基
金和国内大数据互联网公司、行
业龙头企业合作， 发行相关基金
产品， 例如博时与互联网平台蚂
蚁财富强强联手， 将博时黄金
ETF基金打造成了便捷式的互联
网黄金投资品牌， 发行了国内第
一只商业大数据指数基金——
—博
时淘金100等， 则体现了博时在
量化投资领域的创新与颠覆。
归根到底， 博时基金在指数
与量化投资领域取得出色的业绩
背后，是令人自豪的投资团队。目
前，博时量化团队共20余人，管理
着A股市场规模最大的沪深300
指数基金和黄金ETF基金， 所管
理的量化产品规模超过300亿，
深受国内及海外机构青睐。

非公募业务添砖加瓦
公募之外， 博时基金非公募
业务发展同样迅猛。 据中国基金
业协会官方发布的2018年一季
末数据显示， 博时基金社保及企
业年金管理规模排名行业第四，
专户管理资产月均规模以1619
亿元排名行业第八。
在社保养老金业务方面，博
时拥有全牌照资质。 2002年12月
成为首批认定的全国社保基金投
资管理人， 此后陆续竞标获得全

国社保基金股票、 债券等若干不
同风格类型组合的投资管理权。
2003年6月起正式投资管理全国
社保基金部分委托资产，2008年
6月成为首家全国社保基金海外
资产的境内投资管理人，2016年
12月成为首批认定的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机构。
15年社保养老金投资管理实
践，博时已形成了适合养老基金性
质特点的长期价值投资理念，拥有
一套不断优化完善的风险控制技
术系统。 博时因综合管理能力及业
绩表现优良，获得委托资产规模持
续追加，并成为业内首家为全国社
保基金同时提供境内和境外投资
管理服务的基金公司。截至2017年
12月31日，博时养老金投资运作规
模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 已成为
目前国内养老金资产管理规模最
大的基金公司之一。
在年金和专户投资方面，博
时基金于2005年获得首批企业
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资格，2008
年获得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
格，2012年首批获得保险资金管
理资格，2016年获准参与保险资
金股指期货交易。 博时基金董事
总经理兼绝对收益部总经理白仲
光表示， 企业年金的投资方法和
公募基金存在一些差异。首先，企
业年金是长线资金， 投资方法和
相对收益的方法与公募不一样，
挣的是“慢钱” 。 其次，企业年金
对应的是机构客户， 专业度要求
更高，约束性也更多，例如对产品
波动率的约束更强等。他认为，由
于面对的是广大年金投资者，在
目标收益的大背景下， 时刻要考
虑风险。要注重多资产配置，坚持
价值投资为导向的方法， 赚取企
业盈利的钱以及价值波动的钱。
从长期来看， 机构还是认可博时
价值投资理念。
“要把风险控制放在第一
位。 ” 白仲光表示，从投研的角度
看， 博时基金投资团队对企业年
金的投资方法和投资理念越来越
成熟。 目前博时基金已建立多元
资产配置体系，而白仲光认为，按
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养老金的资
金规模增速几近于每过四到五年
再造一个公募行业， 公募基金尽
管过去了20年， 还仍处在启蒙阶
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博时未
来也将面临新的机会和挑战。
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拓展与
培育市场， 截至2017年12月31
日， 博时已签约及中标的年金客
户超过500家，委托规模超过400
亿元人民币。 博时签约的企业年
金客户涵盖汽车制造、 银行、煤
炭、电力、电信、化工、航空、有色、
烟草等行业，包括中央企业、大型
金融机构、大型企业集团、中小企
业等不同类型的企业。未来，博时
将秉承诚信尽责的精神， 奉献唯
精唯专的智慧，坚持“做投资价
值发现者” 的理念，为老百姓的
“
养命钱” 提供优质的专业理财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