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周年金牛杰出基金经理

邵健：知行合一 把握成长投资魅力

本报记者 叶斯琦 李惠敏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远期研究上。 ” 这是邵健从二十年前的一名研究员成长为嘉实基金投研体系的核心人物时始终贯穿的投资心得。 在他看来，这十几年来，中国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因此，相比于研究即期情况，把更多精力放在远期研究更具意义。

作为成长投资毋庸置疑的代表人物，邵健荣获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特设的“15周年金牛杰出基金经理” 。 但他谦逊地表示，成长投资的理念和方法，之前很多投资大师都阐述得很清楚，最重要的还是能否实践好。 在他看来，投资时应该区分主导因素与非主导因素，尤其是在战略性投资中，系统性的分析与思考非常重要。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他的坚持，展现了成长投资的巨大魅力。

伟大机遇只有看得很远才能发现

当被问及取得如此优异投资业绩的原因，邵健谦逊地将其归功于时代因素。 他告诉记者，这十几年来，中国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投资土壤。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正是富有远见的投资观念，让他和团队把握住了这样的机遇。 “很多伟大的投资机会，只有看得很远才能发现。 ” 他说，“国内多数投资者会对公司的即期情况做比较多跟踪和研究。 相比之下 ，我们除了研究即期，更会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到非常远期的研究之中。 这种研究富有挑战性，因为三年 、五年乃至十年之后的偏差可能很大，但是这种研究非常有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形成清晰的投资思路，并寻找到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的企业，最终转化成较好的长期投资收益。 ”

这种勇于探索未来的投资方法，帮助邵健走出一条颇为传奇的投资之路 。 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专注于成长投资呢？ 既有偶然 ，也有必然。 回忆起这段往事，邵健告诉记者，最早当研究员时，他做过一段时间TMT研究，并在2001年前后发掘了一批互联网企业，这些公司在随后两年股价涨幅超过30倍，这印证了他最初的判断。 “这种效果让我看到了成长投资的魅力。 这时候就会觉得，一年20%、30%甚至 50%、80%的涨幅，都只是非常普通的投资机会。 从那时起，我就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成长投资者。 ”

如何区分价值投资与成长投资？ 邵健表示，成长投资侧重于寻找未来盈利增长较快、内在价值迅速提升、动态投资价值显著的证券 ，这种投资方法对静态估值的高低并不是特别关注。 与成长投资相对应的是狭义的价值投资，狭义的价值投资侧重于寻找价格低估的证券，但偏好PE、PB或其他价值衡量基准偏低的股票。

方法论源自认识论。 在深谙投资之道的邵健看来，价值投资和成长投资亦有相通之处。 第一，均是受基本面驱动的投资；第二，都追求以低于企业内在价值的价格进行投资。 因此，成长投资与价值投资都属于基本面投资或广义的价值投资。 “只不过价值投资要求企业静态估值比较低，而成长投资并不太受企业静态估值束缚 ，更多关注其动态估值。 例如十几年前一只 PE在40倍、50倍的股票你觉得贵 ，但如果持有到今天，以公司今天的盈利标准回看，它当时的动态 PE可能只有0 .4倍、0 .5倍 。 ” 邵健总结 。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已经是成长投资的代表人物，但邵健的投资理念仍然与时俱进。 邵健告诉记者，近几年来，他的投资框架中会适当考虑静态估值因素。 十几年前中国许多行业都处于早期成长阶段，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部分企业在十几年里盈利增长了50倍甚至100倍，那时如果过多看重静态估值可能错失巨大的投资机会。 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相当规模 ，各个产业发展到特定阶段，虽然仍然存在成长空间巨大的企业，但相比之前有所减少，同时由于当前各个行业竞争更为激烈，一家企业胜出的概率较之前亦有所降低 ，在这一情况下，需要对静态估值有所要求 。 “虽然将静态估值纳入考虑，但我关心最多的永远是动态估值。 ” 他总结道 。

下一个“十倍股”

正是对于成长投资的执着，让邵健捕捉了极具成长性的“十倍股” 。 翻阅其管理的基金历年年报可以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医药生物都是邵健重仓持有的行业。 他表示，当时并非追逐整个医药生物行业，而是看好其中两个细分行业：早期原料药行业和品牌中药企业。

当回顾对某医药企业的经典投资时，邵健表示，“触动我的地方，一方面是在 2003年，这家医药企业的经营情况非常优秀，有非常高的盈利增长。 另一方面 ，我很认同其公司战略，基于产品特性开发的多元化产品能够激起消费者共鸣。 此外，从产品开发到营销再到日常经营管理各方面均表明 ，这家公司有着非常优秀的管理团队。 ”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家医药企业的投资价值 ，当时市场上存在不少“噪音” 。 主流观点认为，这只股票的机构持股太过集中，如果继续入场 ，相当于帮别人抬轿子，一旦机构砸出来，当期损失可能会很大。

“但我的看法是，中长期来看，上市公司的股价并非由持有人结构决定，而是由内在价值决定 。 即使持有人结构不理想，但是如果公司未来盈利增长十倍，那么股价同样会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 ” 可以说，当时很多投资者非常在意持股结构，对邵健来说却是最不重要的因素之一，他看中的是公司未来的基本面、盈利增长和动态估值。 于是，敢于逆“势 ” 而为的邵健，果断作出投资选择 ，最终造就了这一堪称教科书式的案例 。

对此，邵健总结道 ，投资时应该区分主导因素与非主导因素，尤其是在战略性投资中，系统性的分析与思考非常重要。 “每个公司都有很多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不能看到一两个亮点就去投，也不能一听到‘噪音’ 就止步。 作为长线投资者，需要判断决定公司投资价值的主导因素是什么。 只有在若干个考量系统性中均比较优秀的企业，才能将其纳入长期投资的考虑范畴。 ”

其实，这样成功的案例在邵健的投资生涯中并不鲜见。 在他看来，“投资不要局限在哪几家公司之中，而要寻找未来具有巨大成长空间的企业与行业，这才是应该做的事。 ” 这一点与伟大的成长型投资大师 、巴菲特的启蒙老师———菲利普·费雪的投资理念不谋而合，“投资那些潜力在平均水平之上且利润必须相对成长的公司及其卓越的管理阶层能制定公司长期生存的策略，将短期利润列为次要目标，兼顾长期发展与日常运作。 在其中，关心并寻找能在几年内增值数倍的股票 ，或是能在更长期间内涨更高的股票。 ”

那么，下一个“十倍股” 可能出现在哪些领域 ？ “虽然中国经济已有大幅增长，但很多领域仍方兴未艾，未来还将存在许多机会。 尤其是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 ，包括医疗、教育 、工业服务 、科技等领域均有巨大发展空间 。 ” 邵健认为，“这些领域中的优秀企业未来成长空间巨大，这或是由于企业自身竞争力强，亦或是由于企业自身能带来创造性需求 。 ”

什么才是创造性需求？ 邵健仍以上述医药企业为例解释道，“早年它的主导产品仅是粉剂，但公司在此基础上，相继衍生出药酊、喷雾 、牙膏等 ，很多产品规模已是粉剂产品的五倍甚至十倍。 这就属于创造性需求。 ”

至于投资切入的维度上，邵健表示无需被条条框框束缚 。 “不一定非要从哪个视角切入，有时是产业视角带来的研究冲动，有时是公司独特性带来的研究冲动，有时则是宏观经济发展带来的研究冲动。 ”

将精力投入到能够把握的机会上

虽然已是教父级的基金经理，但邵健始终对市场心存敬畏。 他坦然地告诉记者，A股市场影响因素很复杂，判断指数走势并不容易。 但在他看来，指数并不是投资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因素，从一两年的维度来看，指数的波动幅度通常维持在 20%左右，但优质企业的波动幅度可能达100%甚至 300%；拉长时间来看，市场波动幅度可能为一两倍或三四倍，但优质企业的波动幅度可以达到 30倍甚至 50倍。 “因此，要做好投资，需要关心的并不是市场，而是判断所选企业是否能创造阿尔法。 ” 他表示。

不要过多关注市场，这点与投资大师彼得·林奇颇为相似 。 在彼得·林奇看来，市场中总是存在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风险，若过多关注市场，会导致投资失败。 邵健同样强调，作为一个专业投资者，需要着力在可以把握的因素上。 “我能够判断的是中国市场有足够多投资机会，有足够多长期来看存在明显低估的领域与公司，这已是很好的状态了。 若对市场过度关注，可能给投资带来一定损害。 从历史来看，前几年市场在4000点、5000点时，指数并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但个股却有非常好的机会。 因此，我的做法主要是把精力放在更能把握的机会上，那就是优秀企业的选择。 ”

至于个股的短期涨跌，邵健也是淡然处之。 “成长股与其他股票一样，阶段性震荡与下跌都是正常现象，不应该过多关注于个股涨跌 ，而是应该不断研究其内在价值 ，若内在价值依然合适，就要坚定持有；若内在价值不符合预期，则要有所修正。 ” 他告诉记者，如果遇到其买入的个股走弱，他会分析市场不认可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必要修正自己的框架 ，有没有必要修订价值判断。 如果这些都没有变化 ，那答案很简单 ，就是继续坚定持有。 对此，他举例分析，一只股票，本来预期五年能涨五倍，现在两年没涨了，如果重新分析基本面之后还是坚信原先判断，那剩下来三年就能涨五倍 ，就更应坚定持有了。

在邵健身上，还能看到另一位投资大师霍华德·马克斯的影子———投资最重要的是买得好。 邵健始终认为，最好的股票是持有之后长时间不需考虑卖出，或者每一次考虑卖出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决定。 在管理大资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若一个标的投完后总想着卖出，那通常并不是个合适的选择。

“投资首先是一门技术，之后才是一门艺术 。 ” 邵健笑着说。 正是这样的心态，让他在投资中可以更均衡 ，突破框架去思考，去理解市场、适应市场 、承认市场，即使在出现偏离时，亦能以平和的心态参与其中。

简历

邵健，现任嘉实基金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 、股票投资体系联席CIO（首席投资官）、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邵健在担任公募基金经理期间为投资者创造了卓越的回报，屡获行业殊荣。 在2004年4月至2015年7月间管理嘉实增长基金长达11年时间，任职期间回报达768 .11%；在此期间，嘉实增长基金在中国开放式基金中长期保持总回报率前 2名、标准混合型基金总回报率第 1名的成绩。 11年内，邵健9次荣获金牛奖，并于 2018年荣获“15周年金牛杰出基金经理” 。

邵健，现任嘉实基金副总

经理、董事总经理、股票投资

体系联席CIO （首席投资

官）、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邵健在担任公募基金经理期

间为投资者创造了卓越的回

报，屡获行业殊荣。在2004年4

月至2015年7月间管理嘉实增

长基金长达11年时间， 任职

期间回报达768 .11%； 在此期

间， 嘉实增长基金在中国开

放式基金中长期保持总回报

率前2名、标准混合型基金总

回报率第1名的成绩。 11年

内， 邵健9次荣获金牛奖，并

于2018年荣获 “15周年金牛

杰出基金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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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斯琦 李惠敏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远期研究上。 ” 这是邵健从二十年前的一名研究员成长为嘉实基金投研体系的核心人物时始终贯穿的投资心

得。 在他看来，这十几年来，中国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因此，相比于研究即期情况，把更多精力放在远期研究更具意义。

作为成长投资毋庸置疑的代表人物，邵健荣获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特设的“15周年金牛杰出基金经理” 。 但他谦逊地

表示，成长投资的理念和方法，之前很多投资大师都阐述得很清楚，最重要的还是能否实践好。 在他看来，投资时应该区分主导因素与

非主导因素，尤其是在战略性投资中，系统性的分析与思考非常重要。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他的坚持，展现了成长投资的巨大魅力。

伟大机遇

只有看得很远才能发现

当被问及取得如此优异投资业绩的原因，

邵健谦逊地将其归功于时代因素。他告诉记者，

这十几年来， 中国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和

优秀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投资土壤。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正是富有远

见的投资观念， 让他和团队把握住了这样的

机遇。“很多伟大的投资机会，只有看得很远

才能发现。 ” 他说，“国内多数投资者会对公

司的即期情况做比较多跟踪和研究。 相比之

下，我们除了研究即期，更会把相当一部分精

力放到非常远期的研究之中。 这种研究富有

挑战性，因为三年、五年乃至十年之后的偏差

可能很大，但是这种研究非常有意义，能够帮

助我们形成清晰的投资思路， 并寻找到优秀

的企业家和优秀的企业， 最终转化成较好的

长期投资收益。 ”

这种勇于探索未来的投资方法， 帮助邵

健走出一条颇为传奇的投资之路。 最初是什

么样的契机让他专注于成长投资呢？ 既有偶

然，也有必然。 回忆起这段往事，邵健告诉记

者，最早当研究员时，他做过一段时间TMT

研究， 并在2001年前后发掘了一批互联网企

业，这些公司在随后两年股价涨幅超过30倍，

这印证了他最初的判断。 “这种效果让我看

到了成长投资的魅力。这时候就会觉得，一年

20%、30%甚至50%、80%的涨幅， 都只是非

常普通的投资机会。从那时起，我就变成了一

个坚定的成长投资者。 ”

如何区分价值投资与成长投资？ 邵健表

示，成长投资侧重于寻找未来盈利增长较快、

内在价值迅速提升、 动态投资价值显著的证

券， 这种投资方法对静态估值的高低并不是

特别关注。 与成长投资相对应的是狭义的价

值投资， 狭义的价值投资侧重于寻找价格低

估的证券， 但偏好PE、PB或其他价值衡量基

准偏低的股票。

方法论源自认识论。 在深谙投资之道的

邵健看来， 价值投资和成长投资亦有相通之

处。第一，均是受基本面驱动的投资；第二，都

追求以低于企业内在价值的价格进行投资。

因此， 成长投资与价值投资都属于基本面投

资或广义的价值投资。 “只不过价值投资要

求企业静态估值比较低， 而成长投资并不太

受企业静态估值束缚，更多关注其动态估值。

例如十几年前一只PE在40倍、50倍的股票你

觉得贵，但如果持有到今天，以公司今天的盈

利标准回看， 它当时的动态PE可能只有0.4

倍、0.5倍。 ” 邵健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已经是成长投资的

代表人物，但邵健的投资理念仍然与时俱进。

邵健告诉记者，近几年来，他的投资框架中会

适当考虑静态估值因素。 十几年前中国许多

行业都处于早期成长阶段， 未来发展空间巨

大。 部分企业在十几年里盈利增长了50倍甚

至100倍，那时如果过多看重静态估值可能错

失巨大的投资机会。 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达

到相当规模，各个产业发展到特定阶段，虽然

仍然存在成长空间巨大的企业， 但相比之前

有所减少， 同时由于当前各个行业竞争更为

激烈， 一家企业胜出的概率较之前亦有所降

低， 在这一情况下， 需要对静态估值有所要

求。“虽然将静态估值纳入考虑，但我关心最

多的永远是动态估值。 ” 他总结道。

下一个“十倍股”

正是对于成长投资的执著，让邵健捕捉到

了极具成长性的“十倍股” 。 翻阅其管理的基

金历年年报可以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

药生物都是邵健重仓持有的行业。 他表示，当

时并非追逐整个医药生物行业， 而是看好其

中两个细分行业： 早期原料药行业和品牌中

药企业。

当回顾对某医药企业的经典投资时，邵健

表示，“触动我的地方，一方面是在2003年，这

家医药企业的经营情况非常优秀， 有非常高

的盈利增长。 另一方面， 我很认同其公司战

略， 基于产品特性开发的多元化产品能够激

起消费者共鸣。 此外，从产品开发到营销再到

日常经营管理各方面均表明， 这家公司有着

非常优秀的管理团队。 ”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家医药企业的投

资价值，当时市场上存在不少“噪音” 。 主流

观点认为，这只股票的机构持股太过集中，如

果继续入场，相当于帮别人抬轿子，一旦机构

砸出来，当期损失可能会很大。

“但我的看法是，中长期来看，上市公司

的股价并非由持有人结构决定， 而是由内在

价值决定。 即使持有人结构不理想，但是如果

公司未来盈利增长十倍， 那么股价同样会有

巨大的增长空间。 ” 可以说，当时很多投资者

非常在意持股结构， 对邵健来说却是最不重

要的因素之一， 他看中的是公司未来的基本

面、盈利增长和动态估值。 于是，敢于逆“势”

而为的邵健，果断作出投资选择，最终造就了

这一堪称教科书式的案例。

对此，邵健总结道，投资时应该区分主导

因素与非主导因素，尤其是在战略性投资中，

系统性的分析与思考非常重要。“每个公司都

有很多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 不能看到一两

个亮点就去投， 也不能一听到 ‘噪音’ 就止

步。 作为长线投资者，需要判断决定公司投资

价值的主导因素是什么。只有在若干个考量系

统性中均比较优秀的企业，才能将其纳入长期

投资的考虑范畴。 ”

其实，这样成功的案例在邵健的投资生涯

中并不鲜见。 在他看来，“投资不要局限在哪

几家公司之中，而要寻找未来具有巨大成长空

间的企业与行业，这才是应该做的事。 ” 这一

点与伟大的成长型投资大师、巴菲特的启蒙老

师———菲利普·费雪的投资理念不谋而合，

“投资那些潜力在平均水平之上且利润必须

相对成长的公司及其卓越的管理阶层能制定

公司长期生存的策略，将短期利润列为次要目

标，兼顾长期发展与日常运作。 在其中，关心

并寻找能在几年内增值数倍的股票，或是能在

更长期间内涨更高的股票。 ”

那么，下一个“十倍股” 可能出现在哪些

领域？ “虽然中国经济已有大幅增长，但很多

领域仍方兴未艾，未来还将存在许多机会。 尤

其是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包括医

疗、教育、工业服务、科技等领域均有巨大发展

空间。” 邵健认为，“这些领域中的优秀企业未

来成长空间巨大，这或是由于企业自身竞争力

强， 亦或是由于企业自身能带来创造性需

求。 ”

什么才是创造性需求？邵健仍以上述医药

企业为例解释道，“早年它的主导产品仅是粉

剂， 但公司在此基础上， 相继衍生出药酊、喷

雾、牙膏等，很多产品规模已是粉剂产品的五

倍甚至十倍。 这就属于创造性需求。 ”

至于投资切入的维度上，邵健表示无需被

条条框框束缚。 “不一定非要从哪个视角切

入，有时是产业视角带来的研究冲动，有时是

公司独特性带来的研究冲动，有时则是宏观经

济发展带来的研究冲动。 ”

将精力投入到能够把握的机会上

虽然已是教父级的基金经理， 但邵健始

终对市场心存敬畏。 他坦然地告诉记者，A股

市场影响因素很复杂， 判断指数走势并不容

易。但在他看来，指数并不是投资中需要特别

关注的因素，从一两年的维度来看，指数的波

动幅度通常维持在20%左右， 但优质企业的

波动幅度可能达100%甚至300%； 拉长时间

来看，市场波动幅度可能为一两倍或三四倍，

但优质企业的波动幅度可以达到30倍甚至

50倍。 “因此，要做好投资，需要关心的并不

是市场， 而是判断所选企业是否能创造阿尔

法。 ” 他表示。

不要过多关注市场， 这点与投资大师彼

得·林奇颇为相似。 在彼得·林奇看来， 市场

中总是存在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风险， 若过

多关注市场， 会导致投资失败。 邵健同样强

调，作为一个专业投资者，需要着力在可以把

握的因素上。 “我能够判断的是中国市场有

足够多投资机会， 有足够多长期来看存在明

显低估的领域与公司，这已是很好的状态了。

若对市场过度关注， 可能给投资带来一定损

害。从历史来看，前几年市场在4000点、5000

点时，指数并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但个股却有

非常好的机会。因此，我的做法主要是把精力

放在更能把握的机会上， 那就是优秀企业的

选择。 ”

至于个股的短期涨跌， 邵健也是淡然处

之。 “成长股与其他股票一样，阶段性震荡与

下跌都是正常现象，不应该过多关注于个股涨

跌，而是应该不断研究其内在价值，若内在价

值依然合适，就要坚定持有；若内在价值不符

合预期，则要有所修正。 ” 他告诉记者，如果遇

到其买入的个股走弱，他会分析市场不认可的

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必要修正自己的框架，有

没有必要修订价值判断。 如果这些都没有变

化，那答案很简单，就是继续坚定持有。 对此，

他举例分析，一只股票，本来预期五年能涨五

倍，现在两年没涨了，如果重新分析基本面之

后还是坚信原先判断，那剩下来三年就能涨五

倍，就更应坚定持有了。

在邵健身上，还能看到另一位投资大师霍

华德·马克斯的影子———投资最重要的是买得

好。 邵健始终认为，最好的股票是持有之后长

时间不需考虑卖出，或者每一次考虑卖出基本

上都是错误的决定。 在管理大资金的情况下

更是如此。 若一个标的投完后总想着卖出，那

通常并不是个合适的选择。

“投资首先是一门技术，之后才是一门艺

术。” 邵健笑着说。正是这样的心态，让他在投

资中可以更均衡，突破框架去思考，去理解市

场、适应市场、承认市场，即使在出现偏离时，

亦能以平和的心态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