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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易方达丰和债券、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基金

张清华：不揣摩市场预期 把握经济周期做投资

□本报记者 万宇

2017年，债市在漫漫熊市

中度过，易方达基金固定收益

基金投资部总经理张清华却

逆势交出一份令人瞩目的成

绩单。 他管理的易方达安心回

报A摘得2017年债基业绩冠

军、易方达丰和去年全年净值

增长率为10.04%， 同时他和

张雅君共同管理的易方达裕

丰回报去年全年净值增长率

为8.56%。 在第十五届中国基

金业金牛奖评选中，他凭借这

三只产品捧回三座金牛奖奖

杯，收获颇丰。

张清华一直以来秉承研

究创造价值、坚信周期与均值

回归的投资理念。 他认为，投

资中最重要的是独立研究分

析与思考能力，而他最看重的

指标是经济周期，对经济周期

做出判断后，他便会基于经济

周期做资产配置和投资策略，

看重长期趋势，而不受短期波

动的扰动。

数据分析是投资的基础

在今年的金牛奖评选中，

由张清华管理的易方达安心回

报债券被评为“五年期开放式

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易方达丰和债券被评为“2017

年度开放式债券型金牛基

金” ， 同时他和张雅君共同管

理的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被评

为“2017年度开放式债券型金

牛基金” 。 一人同时揽获三项

金牛奖，张清华在2017年的投

资得到业界广泛认可。 “从经

济周期角度来看， 去年中国经

济处于一个稳步复苏过程中，

因此在投资策略上， 我始终采

取防御策略，降低组合久期、降

低债券仓位， 同时适度配置了

价值蓝筹。 ” 张清华这样回顾

2017年的投资。

投资中，他非常看重市场

的长期趋势， 同时善于把握

经济周期， 基于经济周期进

行资产配置并制定投资策

略。 “对一个周期看准、确认

了以后， 我就不太关心中间

的很多扰动了。 ” 这种对短期

波动始终保持防御的策略，

帮他成功规避了2017年几次

债市风险。 2017年债券市场

整体下跌，但在3月底4月初、

6月中旬和9月底， 市场的反

弹幅度相对较大。 张清华并

没有受市场短期波动而改变

投资策略， 而是继续秉承了

年初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并

保持独立思考的心态。

“我不看预期，看数据。 ”

物理学学科背景的张清华是

一个十足的“数据控” 。 经济

周期是他眼中最重要的参考

指标，而数据是他对经济周期

做出判断的依据。 “很多人觉

得如果等到数据出来之后再

做决策，市场上最高点和最低

点或许已经过了，但我不这么

认为。 ” 在他看来，最高点和

最低点过去之后，经济周期的

趋势反而更加确定，看清趋势

后再来做投资犯错的概率会

降低， 收益的确定性会更高。

他不赚博弈的钱，既不愿揣摩

市场预期，也不会去试图把握

政策。 身为基金经理，独立研

究分析与思考能力才是获取

长期稳健收益的核心。

三大因素利好债市

对于债券市场的未来走

势， 张清华认为仍取决于基

本面的状况， 具体表现在于

今年以来的宽货币、 紧信用

的状况能否逆转， 社融增速

下滑的趋势能否有效改善，

投资增速低迷的状况能否有

效缓解等因素。

他分析目前有三个方面的

原因利好债市：第一，经济基本

面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投资消

费出口均看不到大幅改善的迹

象；第二，经济仍然缺乏加杠杆

的主体， 融资需求很难在短期

内快速增加；第三，央行调控下

的短端资金仍然较为平稳，宽

货币的状况仍在持续， 整体社

会的风险偏好依然较低， 大的

环境依然有利于债券。

但他也指出， 当前资金宽

松， 也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宽信

用的举措， 但是企业内源融资

开始萎缩， 资金供给主体银行

和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依然较

低， 对于一些风险较大主体的

资金供给意愿依然较弱， 这意

味着违约风险仍会持续存在，

依然需要对信用风险暴露保持

谨慎。

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基金

张坤：选最强的公司 陪它一起伟大下去

□本报记者 万宇

2013年至今，A股市场经

历牛熊更替， 近6年里上证指

数从1857点跃至5178点，再回

到目前的点位， 很少有基金能

在这样大幅波动的市场环境下

保持盈利， 如果还能连续六年

实现超过20%的年化收益，更

是凤毛麟角， 张坤管理的易方

达中小盘混合基金就是其中之

一， 该基金2016、2017年度连

续两年均被评为“年度开放式

混合型金牛基金” 。

易方达中小盘优异的基金

业绩， 源于执掌该基金的是一

位拥有独到投资理念的基金经

理张坤，“把公司研究做到极

致， 选出优秀的企业并跟这些

企业一起走下去， 这样的企业

一定能够创造很好的收益，”

张坤表示。

选择确定性强的公司

最初踏入公募基金行业对

张坤来说纯属个人兴趣。 本是

学习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他，

因为热爱投资， 本科时便阅读

相关书籍， 无意间读到巴菲特

的书后深受启发， 于是逐渐成

为巴菲特的忠实信徒。 “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往往会有事半

功倍的效果。 ” 张坤说，“硕士

阶段学生物的时候， 导师告诉

我们，做实验的过程中，把实验

标准流程做好之前， 不要自作

聪明改变流程。对我来说，巴菲

特的投资体系就是那套‘标准

实验流程’ 。 ” 他认为，投资中

有很多诱惑， 巴菲特的投资体

系和方法就像是灯塔， 引导他

不会偏航。成为基金经理后，他

也期待未来有一天能像巴菲特

发现可口可乐一样， 发现一家

伟大的公司， 然后陪它一起伟

大下去。

秉持着这样的投资哲学，

他管理的易方达中小盘在投资

风格上主要追求投资的高安全

边际以及持续稳定的成长性，

选择确定性强的公司， 在有比

较强的估值保护的情况下买

入，并中长期持股。 同时，他也

相信做好深入研究， 并在此基

础上重仓持有个股， 风险更可

控，长期收益更容易预期。

Wind数据显示， 张坤自

2012年9月28日掌管该基金以

来，截至今年9月6日，其任职

回报率达190.62%， 年化回报

率20%。

不仅如此，张坤任职管理

易方达中小盘的6年中虽历经

牛熊转换，但该基金每年都稳

稳实现正收益并且回报率远

超同类基金。银河证券基金研

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8月16

日，该基金过去一年、两年、三

年、四年、五年均获得五星评

级， 其回报率分别为9.41%、

34.13% 、60.77% 、129.46% 、

143.21%， 同类排名分别为

4/352、1/341、1/331、6/318、

12/296。

中长期均突出的业绩使易

方达中小盘在业界备受好评，

截至2017年年底，晨星、天相

投顾、海通证券、银河证券等7

家受监管认可的权威第三方机

构均对易方达中小盘的业绩表

现给予五星级满贯评价， 这在

全市场近5000只公募基金中

较为罕见。

将公司研究做到极致

张坤认为，巴菲特最厉害

的就是对企业商业模式的洞

察。采访中，他告诉记者，如果

未来有幸能见到巴菲特本人，

他很想问问巴菲特对于企业

商业模式的理解。 一家企业能

否做大、 能取得多大的回报，

与它的商业模式有巨大关系。

因此在投资中，张坤也运用这

样的逻辑，采取自下而上选股

策略的同时，也非常看重企业

的商业模式和创造自由现金

流的能力。

谈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张

坤介绍， 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

了研究上市公司年报上， 面对

A股市场3000多只股票， 他首

先通过ROIC（资本回报率）筛

选出过去5到10年里ROIC不

低于10%， 并且没有大幅波动

的公司，再通过研究负债率、估

值等各项指标， 挑选出值得投

资的个股。此外，他还会去阅读

公司的历史、创始人、管理团队

等一切与公司有关的书籍，把

公司研究做到极致。

“我的投资逻辑相对单

一， 就是立足在企业的基本面

上， 研究这家企业未来三五年

会变成什么样， 不会过多考虑

博弈的东西。 ” 张坤认为，长期

来看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积极

的， 而真正优质的企业未来任

何时候都能维持竞争力和市场

份额， 不必特别在意市场的牛

熊转换。“选最强的企业，跟这

些企业一直走下去， 并相信它

们能够创造很好的收益。 ”

张坤， 理学硕士。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旗下易方达

中小盘混合基金 （自

2012

年

9

月

28

日起任

职）、 易方达亚洲精选

股票基金 （自

2014

年

4

月

8

日起任职）、易方达

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 （自

2015

年

11

月

7

日起任职）、 易方达蓝

筹精选混合基金 （自

2018

年

9

月

5

日起任职）

的基金经理。

张清华， 物理学硕

士。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固定收益基金

投资部总经理，并担任易

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基金、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基

金、易方达安心回馈混合

基金、易方达裕祥回报债

券基金、易方达裕鑫债券

基金、易方达丰和债券基

金、易方达安盈回报混合

基金、易方达瑞信灵活配

置混合基金、易方达瑞和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以及

易方达鑫转添利混合基

金的基金经理。

张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