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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 2015 年，“千股涨停、千
股跌停”的极端行情在中国证券史上留下
不能忘却的印记。这一年，整个资产管理
行 业 经 历 了 从 喧 嚣 回 归 理 性 的 深 度 调
整。然而，乱“市”出英雄，特立独行的中
邮基金却依然上演了一出业界“黑马”的
好戏：挂牌新三板，成为公募基金公司登
陆新三板第一股；成立基金经理个人投资
工作室，将基金经理与基金公司的关系从
雇佣变为合作；注重人才培养，麾下明星基
金经理辈出⋯⋯

“中国公募基金业必须要改革，每一
位基金从业人员要舍得付出才会得到回
报，唯有困苦时坚持住才能成功。”中邮
基金总经理周克近日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任何行业都不能缺乏
社会责任感，若没有社会责任感，任何梦
想都是缥缈的，站不住脚的。我宁愿做
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的基金经理们的

‘铺路石’”。

投研改革步入“深水区”

近几年，中邮基金在股权激励、投资业
绩、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发展可圈可点，周克
心里最得意的是什么呢？

“最得意的是我率先对公司投研体系
进行改革试点，并且取得非常好的成效。”
周克眉目之间难掩喜悦，“截至去年底，公
司三大基金经理个人投资工作室均有三年

期业绩进入前 20 名的产品，且没有一只脱
离前三分之一的基金，很好地践行了对投
资者回报的保证。”谈到投资者回报，周克
在基金业是典型的“老炮儿”。“但凡我还有
一口气在，我就一定要把投资者曾经的亏
损再赚回来。”周克的这句话在基金业曾流
传多年，他带领的中邮基金不但投资业绩
名列前茅，还是分红金额占资产规模比例
最高的基金公司之一。

周克所言的投研改革，就是中邮基
金进行的事业部制改革，特别是以基金
经 理 名 字 命 名 的 个 人 投 资 工 作 室 。 据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中邮基金在去年
正式成立了三大投资工作室，包括任泽
松、邓立新、许进财三个权益类投资工作
室，还有一个固定收益类投资工作室正
在筹划中。在三年期权益类基金经理排
行榜中，任泽松以 485.65%的净值增长率
排名第一，许进财以 194.05%的收益率排
名 第 九 ，邓 立 新 则 分 别 以 160.85% 和
116.64%跻身前 20 名。至此，中邮基金三
大投资工作室负责人，全部跻身三年期
基金经理排名 20 强。

“三大工作室投资方面各有特点，去年
取得非常好的业绩，管理规模也大幅提升，
且排名也比较突出。”周克如数家珍，“最出
彩的是任泽松的工作室，随着公司的发展，
他本人也趋于成熟，成为整个投资时代的
标志性人物。他的投资理念、思想，甚至颠
覆了传统的价值投资理念”。

对于投研未来的深层次改革，周克正
在考虑工作室未来能够实现彻底独立，推

行股份制试点，让基金经理直接持有工作
室的股权。“工作室的产品将全面由发起
式基金占主导，发起式基金会占产品数量
的 80%以上。未来我们的基金产品不但
绑定公司利益，还要绑定基金经理的利
益，基金经理的投资会更加稳健、更加负
责任。”

时刻铭记社会责任

勿忘初心，方得始终。中邮基金在今
年 5 月份将迎来 10 周岁生日，周克也在这
个行业拼搏了 10 年，见证了中国基金业发
展的诸多重大事件。谈及当下基金业的发
展，周克不由得紧锁眉头。

首先，公募基金必须松绑，公募基金
本身必须改革，否则就是死胡同。周克分
析道，公募基金从一开始监管等各方面做
得比较到位，这些年公募基金的确没有出
大的意外。不过，由于整个体制管得过
死，公募基金新业务领域的探讨太少。与
公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募基金却
发展很快。不言而喻，私募基金有股权、
知识产权的确认，而公募基金却没能做到
这一点。

“确切地讲，优秀基金经理的影响力
与收入不匹配，这是近几年出现老鼠仓、不
正当竞争的问题的根源。”周克说道，“现
在，基金经理个人投资工作室的改革，就
是试图让基金经理的付出与收入能够匹
配起来”。

其次，基金公司未尽社会责任，对股民
的利益保护等方面做得很不到位。周克认
为，在去年的几次股市大幅波动中，公募基
金并没起到应起的社会作用，甚至推波助
澜。“作为公募基金从业人员，我希望公募
基金真正起到中国资本市场中流砥柱的作
用，成为广大投资者挡风遮雨的一把伞，为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发挥积
极的作用。”周克进一步表示。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去年 8 月底，
正是证券市场最为人心惶惶的时候，市场
一致解读为“去杠杆致惯性杀跌，且反弹时
机尚未到来”。看到老百姓巨额亏钱，看到
机构投资者的“默不作声”，周克通过《证券
日报》呼吁同行：“眼下，策略在市场上实际
上已经失效，这已经不是做多或做空的策
略问题了，而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保护股
民基民利益以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勇气

和信心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候，无论是公
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都应该勇敢站出来，
去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避免让这种千股
跌停的局面不断发生。”

其实，早在 2008 年股市急跌时，周克
也曾公开呼吁同行“不要再砸盘”。在危急
时刻，周克总是及时站出来，仗义执言。这
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情怀。

付出、改革、坚持

经历风风雨雨的 10 年，周克收获过成
功，也经历过低潮，他选择了三个词送给自
己——付出、改革、坚持。

“没有一定的付出就没有回报，中邮基
金也是这样。中邮基金曾经走过几年的弯
路，目前能够重新拉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中邮基金每一个人都付出了。”周克这样
诠释道，“‘改革’也是关键，从业绩垫底到
名列前茅，中邮基金的改革已见成效。当
然，‘坚持’也显得弥足珍贵，在一个行业
中，没有足够责任心，没有足够的理想是
坚持不下去的，尤其是困难痛苦的时候考
验着人们的梦想，考验着对整个行业的坚
守态度”。

“中国公募基金业必须要改革，每一位
基金从业人只有舍得付出才会得到回报，
唯有在最困苦的时候坚持住才能成功。”周
克表示，“任何行业都不能缺乏社会责任
感，若没有社会责任感，任何梦想都是缥缈
的，站不住脚的”。

周克还表示，投研体制改革必须要
打破陈规，基金经理个人投资工作室最
大的好处就是为基金经理个人搭建了创
业的平台，充分授权，实现其自主管理，
从而最大可能地调动基金经理的积极性
和能动性。中邮基金正是看到了行业的
这个现状，并进行了相应改变。一年的实
践证明，这一改革是成功的，成果也是显而
易见的。

“要做就要做一流、做顶尖，中邮基金
是这样，其他领域、其他岗位同样也应如
此。”周克目光坚毅，“我们各个工作室都有
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任泽松去年股灾时率
先提出‘为民理财，为国操盘’的思想，他不
简简单单为了挣钱、实现个人价值，而是怀
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负。面对这样有追求、
有理想、有抱负的同事，我宁愿做他们成功
的‘铺路石’”。

周克，中共党员，中邮创业基金公司总经理。中邮基金从创建之初的名不

见经传，到现在市场上个性化极为鲜明的基金公司，历经十年风雨，周克还是

那个老脾气——敢作敢为，敢于担当，敢于坚守自己的特色。他热爱基金业，

却谦称自己不擅投资；他事业有成春风得意，却毫不满足，誓做改革的排头兵；

他功成名就，却始终提醒自己勿忘初心⋯⋯

中邮基金总经理周克中邮基金总经理周克

愿做有梦人的愿做有梦人的““铺路石铺路石””
《《证券日报证券日报》》记者记者 赵学毅赵学毅

贾智凡是一个温和的“80 末”。与其
他创业者的激情澎湃不同，他身上带着浓
重的理工男的味道，凡事不急不躁，但是却
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走的路是什么。

贾智凡 17 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物理
奥林匹克竞赛冠军。他也因此被保送到复
旦大学。但物理并不是他全部的爱好和强
项。得益于复旦大学开阔的学术氛围，贾
智凡的心思活络了起来。他爱上了一个名
为“dota”的视频游戏，甚至和“dota”相伴
度过了整个大学时光。在那段时间里，他
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也是今天 100offer 团
队里的核心成员们甚至组队拿过高校的

“dota”联赛冠军。
因为“跳”出限制的渴望，这一次，贾智

凡又看上了金融。
“一开始去金融公司谋求实习，并不容

易。”贾智凡说，努力、努力再努力之后，终
于敲开了金融公司的大门。在金融领域，
他和伙伴们曾经投资 Google、Facebook、
特斯拉等美股，收益率超过 20倍。

“这些并没有吸引我。”贾智凡说，他还
是想自己做点事情。贾智凡和他昔日复旦
的“战友”、如今的创业伙伴走到了一起，他
们当初的创业项目是想以自己喜欢的视频
分享网站为创业方向。但是苦于没有互联
网方面人才的支持，就在他们为了互联网
人才而寻寻觅觅之际，一个新的“点子”油
然而生——互联网人才招聘。

再一次转身的贾智凡，这次想出不同
的“玩法”，与传统的人才招聘行业完全不
同。凭借“反向招聘、人才拍卖”新模式，

贾智凡搭建了人才招聘网站“100offer.
com”。

“我们致力于为最好的互联网人发现
更好的 offer。”贾智凡说。网站自 2014 年
7月 12日正式上线，当月完成天使轮，到上
线 8 个月后完成的 A 轮 2000 万人民币融
资。如今，100offer 已经步入正轨并实现
盈亏平衡。

贾智凡说，其创业灵感来自于对招聘
网站与传统猎头模式的不认同。他希望通
过这样一个产品，帮助优秀人才找到一份
满意的工作，这也是他创业的初衷。

打破传统招聘格局确实是一件很有意
思的事情。贾智凡介绍说，100offer 以人
才拍卖的模式转换双方角色，将经过筛选
的候选人匿名展示给用人企业，企业向求
职者表达沟通意向和明确薪资信息后，由
求职者决定接受哪些面试邀约。这种模式
是与企业发布人才需求、求职者投简历的
传统招聘方式完全相反的。

在尝试这一新模式时，贾智凡从自己
创业时缺乏程序员这一情况入手，决定用

“拍卖程序员”探路。此举“一发不可收
拾”，通过 100offer 成功入职的程序员平
均薪资涨幅都在 30%以上，并且企业和薪
酬是由程序员自己主导挑选的，而不是被
企业选择。如此“玩法”不仅让程序员体现
出自身应有的价值，而且获得了众多互联
网企业的认可。

有了“拍卖程序员”纵深细分领域招聘
模式的成功案例，并在互联网企业对互联
网人才招聘的刚需下，贾智凡终于决定为

整个互联网行业提供人才拍卖服务。目前
已经开启设计师、产品经理等与互联网工
作相关的人才拍卖，让互联网人找到合适
的企业，让企业招聘到合适的人才。

贾智凡表示，与传统招聘网站相比，
100offer 并不是“帮用户找工作”，而是

“帮用户挑工作”。他们的服务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一是亲自组建具有猎头背景的人
才服务团队，为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之中提
供求职向导；二是一边帮助求职候选人高

效拿 offer，一边严格筛选高质量的互联网
企业加入 100offer平台。

如今的 100offer 已经为数万互联网
人才找到满意的工作。参与拍卖的公司包
括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优酷土豆、京东等
一线互联网公司，以及雪球、知乎、Nice、
bilibili、穷游等优质创业公司。

“2016 年，我们将启动新一轮融资。”
贾智凡说，“接下来，我们将在互联网招聘
领域精耕细作，向纵深发展”。

物理才子转行高端招聘

看！那个“拍卖程序员”贾智凡
本报记者 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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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着硅谷的空气，漫步英雄大学的校
园，李晓军才真正放松下来。这位杭州艺
福茶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刚刚带领艺福堂
的“亲”们经历了 2015 年的双十一，盯着大
屏幕上的销售额停在了 1055.53 万元。这
个数字足以确保艺福堂茗茶旗舰店连续 7
年成为天猫茶类销售冠军。

跟同事一起疯狂打包 5 天、发出 18 万
个包裹后，李晓军飞到美国，接受短期的创
业再教育。他第一次被大众熟知也是在这
里，阿里巴巴上市路演宣传片里那个想把
茶叶卖到全世界的年轻人就是他。

走过这些年，李晓军发现电商创业跟
实体经济是一样的，都要以产品取胜，把服
务做好。他 2006 年从安徽科技学院中医
药专业毕业，只揣着 1200元钱来到杭州创
业。杭州以西湖龙井出名，但李晓军调研
市场后发现，茶叶从农民到消费者手中平
均要经过 6 道手，利润很大部分被中间环
节赚走，造成售价虚高。除了茶叶，杭州还
有阿里巴巴。李晓军认为网上交易能让企
业直接面对消费者和农户，正是解决问题
的良方。

定下方向后，2007 年，李晓军在淘宝
开设了东艺茶叶店。李家在安徽祖辈卖茶
叶，于茶叶，李晓军并不陌生。他跑遍了杭
州附近的茶叶种植基地，最后与龙坞万担
茶乡的农户签订合同。“我们的龙井茶比茶
叶店里贵几倍的茶还要好。”物美价廉的茶
产品让李晓军的淘宝店铺只用了两年时间
就做到了金冠。

2009 年 2 月，艺福堂天猫旗舰店开
业。而此时，经历过初期的高速发展，艺福
出现了增长乏力。李晓军与买家们交流后
发现，网上买茶的都是年轻人，40%集中在
18 至 35 岁，他们买茶是为了送长辈，自己
并不是主流的茶叶消费者。

可李晓军就是要把茶卖给不喝茶的
人。他跟产品经理琢磨着投其所好：年轻
人爱漂亮，艺福堂选择了美容养颜的玫瑰；
年轻人熬夜上火多，艺福堂推出了功能性
的菊博士；此外还有清肝明目的枸杞茶、暖
身养胃的红糖姜茶、美白润肤的冻干柠檬
茶，现在艺福堂的 160 多种产品里，非传统
的花草茶占了一半以上，玫瑰花茶和胎菊
茶成为了店里最畅销的产品。

为了更适合年轻人的饮茶习惯，艺福
堂的产品大都是袋泡茶，连茶叶罐也是特
别定制的生态罐，袋内有种子，罐底有排水
孔，茶叶用完可以变身小盆栽，很受年轻人
喜爱。

李晓军在营销上下了功夫，对产品质
量要求更严格。产品所用的原料都来自最
好的产地，比如玫瑰从保加利亚进口，龙井
来自合作的生态茶园，胎菊来自桐乡种植
基地。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足够信心，
2009 年 3 月，艺福堂天猫店刚开业一个月
就自行推出了无理由退货，比新《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要求的早了 5 年，一开始连淘宝
都不同意他们这么做，但李晓军坚持推行。

“一开始，发出 100 个包裹会退回来二
三个，现在 1 万个包裹里，通常会退回 30
至 40 个，其中大部分是因为地址不正确。”
李晓军很庆幸自己的决定，“这个退货率完
全可以接受，但无理由退货能帮助更多潜
在消费者下单。互联网商务很简单——谁
最真诚，谁走得最远。”

凭着过硬的产品和服务，艺福堂已经
走出了阿里巴巴。现在艺福堂在 1 号店、
京东都开有分店，都是平台茶类销售冠
军。2011 年至 2012 年，艺福堂被评为全
球十佳网商，李晓军本人也被评为浙江省
杰出青年网商，艺福堂还受国家标准委员
会委托，起草绿茶行业的国家标准。

“公司这些年发展很好，但挣的钱都
用在创新上了。我们卖的是最古老的饮
料，做的却是不停歇的创新。”李晓军说，

“希望通过艺福堂，让更多人喝上好茶”。

李晓军

：真诚才能走得远本报记者

佘

颖

他曾揣着一千多元钱在淘宝卖茶叶

，却连续七年成为电商茶

叶销售冠军

；他率先推出无理由退换货

，比国家规定的早了五

年

；而今

，他想把茶叶卖向全世界

—
—

从物理才子到金融新

秀，再到高端人才招聘，每

一 次 转 变 ，都 是 华 丽 转

身。“80 末”的贾智凡，曾经

在 17 岁获得全国物理奥

林匹克竞赛冠军，如今，他

已 经 是“100offer”的 创 始

人 兼 CEO，他 创 办 的

“100offer”目前拥有 30 万

用户并吸引超过 11000 家

互联网公司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