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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勇：专注核心优势 打造全球视野投资专家

本报记者 黄淑慧

2004年到2019年，是中国资本市场波澜壮阔、长足发展的十五年，也是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专注所长、稳扎稳打的十五年。 经过多年的不断积淀与突破，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业绩和口碑印证了其“诚信、稳健、前瞻、一流” 经营理念的落实，无论是在权益还是固收领域都锻造了领先于市 场的

实力。

面对近年来复杂的市场环境，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坚持“稳中求进” 的经营思路，在产品、投研、销售等多方面积极进取，2018年、2019年连续荣获 “金牛进取奖” 。 旗下明星权益类产品国富弹性市值混合2018年、2019年均获“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奖，国富中小盘股票2019

年荣获“五年期开放式股票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奖。

近日，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总经理林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是公司经营还是投资本身，都要“专注核心” ，做长期正确的事，未来仍将继续坚守资产管理本源，夯实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海外资产配置能力，强化“全球视野的投资专家” 定位，力争以专业的投 研能力 为客

户实现财务增值，成为可信赖、受尊敬的一流资产管理公司。

专注核心 稳中求进

谈及对“一流资产管理公司” 的理解，林勇表示，一家优秀的基金公司，既要为持有人提供可持续的良好收益，也要为股东创造满意的投资回报，同时也要为员工提供充分的成长空间 ，上述三点都做到，才是一家好公司。 “这就要求我们的经营必须稳健，过山车式的波动无论是对持有人还

是公司自身都是伤害，我们希望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正回报，实现公司、客户、股东的共赢。 ” 林勇说。

基于这一战略目标，国海富兰克林基金长期以来践行“稳中求进” 的发展方向，经营决策力求前瞻稳健，在任何市场环境和条件下都以投资者利益为重，培养了一支专业、敬业的优秀团队，业务过程中努力控制风险 ，使公司和持有人都能平稳度过资本市场周期转换，获得满意回报。

一个公司的核心优势需要长期积累和投入，“专注核心” 至关重要。 受外方股东、知名资产管理公司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影响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自成立之初就明确将打造卓越投资能力作为长期发展目标，从投资研究、产品布局等多方面集中资源打造核心竞争力，保持 自己的 风格和 节

奏，特别是近几年，对分级、通道 、子公司类信托业务等短期热点保持谨慎 ，不盲目追求规模扩张 。

“合规风控稳” 则是资产管理公司稳定发展的保障 。 投资的本质就是管理风险。 在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主动风险管理受到高度重视，不仅通过完善内控体系及时阻塞风险点 ，从制度层面夯实风险管理基础 ，也强调培养主动风控、全员风控意识，鼓励员工从各自专业角度分析业务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风险，提出应对建议，实现对风险的主动管理。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全员风险合规竞赛，平时也不定时开展各条线的风险合规培训 ，员工整体的主动风险合规管理意识都比较强。 ” 林勇说。

人才是资产管理行业最关键和宝贵的竞争因素 ，“人才团队稳” 也是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重要优势。 林勇介绍，在成立之初，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就将“吸引、激励和保留优秀人才” 写入公司使命 ，逐步构建长效人才激励与培养机制。 一方面，通过激励手段稳定人才，以公司文化和机制帮助

员工进步 ，拓展员工职业上升空间；另一方面，也重视引进外部优秀人才，合力构筑团队稳定的基石 。 截至2019年 6月末，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平均司龄近8年，核心投研力量长期保持稳定。

五维选股 深度研究

业绩是屡获荣誉的坚实保障。 据海通证券数据，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国海富兰克林基金近1年、2年、3年权益类基金绝对收益率分别排名行业第四 、第五、第六，投资实力处于同业第一梯队。

此次荣获金牛奖的两只基金均是公司权益投资的拳头产品，长短期业绩俱优。 据晨星（中国）数据，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 ，国富弹性市值混合自2006年成立以来年化回报17 .30%，获晨星激进配置型基金3年/5年 /10年5星评级；国富中小盘股票近5年年化回报23 .41%，获晨星股票型基金 5年 5

星评级 ，上述两只基金近 1年/2年/3年 /5年收益率均排在同类前 15%，业绩持续领先。

对此，林勇介绍，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投研团队的氛围非常宽松平等，团队重视培养人才，以老带新，复制和传承优秀投资方法 ，同时也将“经验投资” 逐步系统化、流程化，来保障“投资风格稳” 。 公司已经建立起一套以“五维选股法 ” 为核心的投研体系，从管理层、业务、估值 、持续经营 能

力、风险五个方面识别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

五个维度中，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最看重的是对管理层的识别。 林勇解释，这是因为价值投资一般持股周期比较长，而在长期投资中，决定一家公司能否发展起来的最核心的要素是人，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要眼光长远，前瞻布局 ，激励到位，执行力强。 “在业务识别中，我们要求业务成长空

间大，定价能力强，竞争壁垒高；估值识别方面，除了传统的市盈率、市净率，我们更注重通过经营现金流和ROE判断公司经营质量是否匹配估值，安全边际是否高；在持续经营能力识别方面，好公司要财务稳健，销售能力处行业中上，研发投入占比高于行业平均；风险识别方面，公司要对宏观

风险、行业政策风险、业务颠覆风险保持敏感。 ” 林勇强调，在研究中非常看重上市公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是否有被竞争对手颠覆的风险，风险研究要涵盖商业模式、产品、定价能力等多个层面。

从基本面出发，对标的做深度研究 ，反复论证，再叠加适度分散配置，决定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产品风格不会太激进，中长期看能够取得比较令人满意的绝对收益，为投资者带来稳定的财务增值。 “我们希望通过精选好股票，在上涨阶段获得超越市场 的超额 收益，在下 跌阶段 控制回

撤。 ” 林勇解释，降低波动不仅有利于帮助中小投资者克服追涨杀跌心理，破局“投资者困境” ，同时，业绩的可持续和稳定性也是机构投资者最看重的要素，对于基金公司口碑和产品长期业绩大有裨益。因此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也从考核机制上为基金经理长期投资提供引导和保障，中长期业

绩考核占比高，对短期业绩落后则给予较长的考察期。

巩固投资优势 提升国际业务水平

在林勇看来，资产管理机构要发展，必须契合客户的需求，结合公司所长，在市场需求点发力才能事半功倍 。 当前资管行业竞争激烈 ，百花齐放，未来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将向何方向继续拓展 ？

林勇判断，从增量资金的配置需求看，未来居民财富从房地产市场向股市转移将是大趋势，权益类资产配置需求旺盛。 从同业竞争趋势来看，银行资管子公司陆续落地，银行客户基础和大类资产配置是其强项，可能给公募基金的固收类产品带来一定压力，但公募基金对具体标的特 别是权 益

类标的的甄选能力仍具备显著优势，在权益类产品上与银行资管子公司存在互补机会。

林勇表示，未来将继续巩固和提升权益投资能力，不断提升业务与产品创新能力，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加以细分 ，持续打造一批风格鲜明、策略丰富、长期业绩稳定的基金，力争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都有合适类型的产品供投资者选择 。

林勇进一步分析 ，从全球配置角度看，目前海外投资者都在加大配置中国资产，全球资金对A股的配置才刚刚开始 。 由于海外投资者对A股的研究远不如本土基金经理深入 ，QFII投顾业务将是一片蓝海。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居民收入增长，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日益高涨，QDII基金有望迎来

更大的发展空间 。

双向跨境业务方兴未艾 。 林勇表示，依托外方股东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集团享誉全球的投研和销售体系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将继续在国际业务上精耕细作，一方面持续“走出去” ，开展与外方股东全球销售团队的联合营销，加大QFII投顾业务的拓展力度；另一方面持续“引进来” ，充分利

用外方股东在国际业务上的优势，通过投顾模式或引入符合国内投资者需求的外方优秀产品模式，丰富QDII公募及专户业务，也将积极探索QDII以外的跨境投资路径。

在聚焦权益投资及国际业务的同时，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也在积极研究行业新趋势，布局养老目标型基金、科创基金、FOF基金等战略性创新产品，进一步完善产品线，为不同属性、不同偏好、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客户提供适宜的理财选择。

“公募基金是一个普惠金融的行业，定价机制透明，信息披露完善，起购金额低，非常适合中小投资者。 ” 林勇表示，中小投资者是零售渠道和电商销售端的主要客户，在互联网深刻改变居民金融消费习惯的今天，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将着力推进电商业务，在继续做好传统渠道的基础上持续

加大对新渠道的投入，使零售渠道成为规模长期稳定增长的有力抓手，同时通过高质量的投资者教育与陪伴服务，引导客户理解和认同价值投资理念，通过定投等业务扩大长期客户基础。

与此同时，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也将与机构客户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注重风险控制，以持续稳定的回报满足机构客户需求。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站在公司成立第十五周年的时点，林勇表示，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将继续坚持稳健经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提高金融服务能力，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良好的财务回报，在成为全球视野的投资专家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照片,黄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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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核心 稳中求进

谈及对“一流资产管理公司” 的理解，林勇表示，

一家优秀的基金公司， 既要为持有人提供可持续的良

好收益，也要为股东创造满意的投资回报，同时也要为

员工提供充分的成长空间，上述三点都做到了，才是一

家好公司。“这就要求我们的经营必须稳健，过山车式

的波动无论是对基金持有人还是对基金公司自身都是

伤害，我们希望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正回报，实现公司、

客户、股东的共赢。 ” 林勇说。

基于这一战略目标，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长期以来

践行“稳中求进” 的发展方向，经营决策力求前瞻稳

健，在任何市场环境和条件下都以投资者利益为重，培

养了一支专业、敬业的优秀团队，业务过程中努力控制

风险， 使公司和持有人都能平稳渡过资本市场周期转

换，获得满意回报。

一个公司的核心优势需要长期积累和投入，“专

注核心” 至关重要。 受外方股东、知名资产管理公司富

兰克林邓普顿投资影响，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自成立之

初就明确将打造卓越投资能力作为长期发展目标，从

投资研究、 产品布局等多方面集中资源打造核心竞争

力，保持自己的风格和节奏，特别是近几年，对分级、通

道、子公司类信托业务等短期热点保持谨慎，不盲目追

求规模扩张。

“合规风控稳”则是资产管理公司稳定发展的保障。

投资的本质就是管理风险。在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主动风

险管理受到高度重视， 不仅通过完善内控体系及时阻塞

风险点，从制度层面夯实风险管理基础，也强调培养主动

风控、全员风控意识，鼓励员工从各自专业角度分析业务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提出应对建议，实现对风险的主

动管理。“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全员风险合规竞赛，平时也

不定时开展各条线的风险合规培训， 员工整体的主动风

险合规管理意识都比较强。 ”林勇说。

人才是资产管理行业最关键和宝贵的竞争因素，

“人才团队稳” 也是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重要优势。林

勇介绍，在成立之初，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就将“吸引、

激励和保留优秀人才” 写入公司使命，逐步构建长效

人才激励与培养机制。 一方面， 通过激励手段稳定人

才，以公司文化和机制帮助员工进步，拓展员工职业上

升空间；另一方面，也重视引进外部优秀人才，合力构

筑团队稳定的基石。 截至2019年6月末，国海富兰克林

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平均司龄近8年，核心投研力量长期

保持稳定。

五维选股 深度研究

业绩是屡获荣誉的坚实保障。据海通证

券数据，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国海富兰克

林基金近1年、2年、3年权益类基金绝对收益

率分别排名行业第四、第五、第六，投资实力

处于同业第一梯队。

此次荣获金牛奖的两只基金均是公司

权益投资的拳头产品，长短期业绩俱优。 据

晨星（中国）数据，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国

富弹性市值混合自2006年成立以来年化回

报17.30%，获晨星激进配置型基金3年/5年

/10年5星评级； 国富中小盘股票近5年年化

回报23.41%， 获晨星股票型基金5年5星评

级， 上述两只基金近1年/2年/3年/5年收益

率均排在同类前15%，业绩持续领先。

对此，林勇介绍，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投

研团队的氛围非常宽松平等，团队重视培养

人才，以老带新，复制和传承优秀投资方法，

同时也将“经验投资” 逐步系统化、流程化，

来保障“投资风格稳” 。 公司已经建立起一

套以“五维选股法” 为核心的投研体系，从

管理层、业务、估值、持续经营能力、风险五

个方面识别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

五个维度中，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最看重

的是对管理层的识别。 林勇解释，这是因为

价值投资一般持股周期比较长， 而在长期

投资中， 决定一家公司能否发展起来的最

核心的要素是人， 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要

眼光长远，前瞻布局，激励到位，执行力强。

“在业务识别中， 我们要求业务成长空间

大，定价能力强，竞争壁垒高；估值识别方

面，除了传统的市盈率、市净率，我们更注重

通过经营现金流和ROE判断公司经营质量

是否匹配估值，安全边际是否高；在持续经

营能力识别方面，好公司要财务稳健，销售

能力处行业中上水平，研发投入占比高于行

业平均；风险识别方面，公司要对宏观风险、

行业政策风险、业务颠覆风险保持敏感。 ”

林勇强调，在研究中非常看重上市公司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是否有被竞争对手颠覆的风

险，风险研究要涵盖商业模式、产品、定价能

力等多个层面。

从基本面出发， 对标的做深度研究，反

复论证，再叠加适度分散配置，决定了国海

富兰克林基金的产品风格不会太激进，中长

期看能够取得比较令人满意的绝对收益，为

投资者带来稳定的财务增值。 “我们希望通

过精选好股票，在上涨阶段获得超越市场的

超额收益，在下跌阶段控制回撤。 ” 林勇解

释，降低波动不仅有利于帮助中小投资者克

服追涨杀跌心理， 破局 “投资者困境” ，同

时，业绩的可持续和稳定性也是机构投资者

最看重的要素，对于基金公司口碑和产品长

期业绩大有裨益。 因此，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也从考核机制上为基金经理长期投资提供

引导和保障，中长期业绩考核占比高，对短

期业绩落后的则给予较长的考察期。

巩固投资优势

提升国际业务水平

在林勇看来，资产管理机构要发展，

必须契合客户的需求，结合公司所长，在

市场需求点发力才能事半功倍。 当前资

管行业竞争激烈，百花齐放，未来国海富

兰克林基金将向何方向继续拓展？

林勇判断， 从增量资金的配置需求

看， 未来居民财富从房地产市场向股市

转移将是大趋势， 权益类资产配置需求

旺盛。从同业竞争趋势来看，银行资管子

公司陆续落地， 银行客户基础和大类资

产配置是其强项， 可能给公募基金的固

收类产品带来一定压力， 但公募基金对

具体标的特别是权益类标的的甄选能力

仍具备显著优势， 在权益类产品上与银

行资管子公司存在互补机会。

林勇表示，未来将继续巩固和提升

权益投资能力，不断提升业务与产品创

新能力， 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加以细

分，持续打造一批风格鲜明、策略丰富、

长期业绩稳定的基金，力争在不同的市

场环境下都有合适类型的产品供投资

者选择。

林勇进一步分析， 从全球配置角度

看， 目前海外投资者都在加大配置中国

资产， 全球资金对A股的配置才刚刚开

始。 由于海外投资者对A股的研究远不

如本土基金经理深入，QFII投顾业务将

是一片蓝海。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居民收

入增长，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日益高涨，

QDII基金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双向跨境业务方兴未艾。 林勇表示，

依托外方股东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集团

享誉全球的投研和销售体系， 国海富兰

克林基金将继续在国际业务上精耕细

作，一方面持续“走出去” ，开展与外方

股东全球销售团队的联合营销， 加大

QFII投顾业务的拓展力度； 另一方面持

续“引进来” ，充分利用外方股东在国际

业务上的优势， 通过投顾模式或引入符

合国内投资者需求的外方优秀产品模

式，丰富QDII公募及专户业务，也将积极

探索QDII以外的跨境投资路径。

在聚焦权益投资及国际业务的同

时，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也在积极研究行

业新趋势，布局养老目标型基金、科创基

金、FOF基金等战略性创新产品，进一步

完善产品线，为不同属性、不同偏好、不

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客户提供适宜的理财

选择。

“公募基金是一个普惠金融的行业，

定价机制透明，信息披露完善，起购金额

低，非常适合中小投资者。 ” 林勇表示，

中小投资者是零售渠道和电商销售端的

主要客户， 在互联网深刻改变居民金融

消费习惯的今天，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将

着力推进电商业务， 在继续做好传统渠

道的基础上持续加大对新渠道的投入，

使零售渠道成为规模长期稳定增长的有

力抓手， 同时通过高质量的投资者教育

与陪伴服务， 引导客户理解和认同价值

投资理念， 通过定投等业务扩大长期客

户基础。

与此同时，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也将

与机构客户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为客户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注重风险控制，以持

续稳定的回报满足机构客户需求。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站在公司成立

第十五周年的时点，林勇表示，在今后的

发展道路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将继续

坚持稳健经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提

高金融服务能力， 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

定良好的财务回报， 在成为全球视野的

投资专家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2004年到2019年，是中国资本市场波澜壮阔、长足发展的十

五年，也是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专注所长、稳扎稳打的十五年。 经过

多年的不断积淀与突破，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业绩和口碑印证了

其“诚信、稳健、前瞻、一流” 经营理念的落实，无论是在权益还是

固收领域都锻造了领先于市场的实力。

面对近年来复杂的市场环境，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坚持“稳中求

进” 的经营思路，在产品、投研、销售等多方面积极进取，2018年、

2019年连续荣获 “金牛进取奖” 。 旗下明星权益类产品国富弹性

市值混合2018年、2019年均获“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

牛基金”奖，国富中小盘股票2019年荣获“五年期开放式股票型持

续优胜金牛基金”奖。

近日，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总经理林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无论是公司经营还是投资本身，都要“专注核心” ，做长

期正确的事，未来仍将继续坚守资产管理本源，夯实核心竞争力，不

断提升海外资产配置能力，强化“全球视野的投资专家”定位，力争

以专业的投研能力为客户实现财务增值，成为可信赖、受尊敬的一

流资产管理公司。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