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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的“走”与“汰” 

——基于权益类基金的实证证据 

张永冀 1, 赵宇晗 2, 李天雄 2, 苏治 2,3 

(1.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2. 中央财经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 

北京 100081; 3.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北京 100081) 1 

摘  要 本文手工收集整理了 2005 至 2019 年各年度中国权益类基金经理变更信息并追踪基金

经理离职去向, 将离职基金经理分为被动离职和主动离职两类, 检验投资业绩对基金经理离职

的影响. 实证研究发现: (1)投资业绩越落后的基金经理被动离职概率越高, 投资业绩越优秀的

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越高, 被动离职受短期相对业绩影响更大而主动离职的主因是中期绝

对业绩. (2)基金经理离职会受到市场环境影响, 牛市期间存在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与业绩

负相关的异象, 进一步研究表明牛市期间大量业绩一般基金经理“公奔私”是导致异象的原因. 

(3)业绩落后的基金经理管理规模越大, 被动离职概率越高; 业绩优秀的基金经理管理规模越

小, 主动离职概率越高, 这一现象由基金经理“管理规模-管理能力”不匹配所致. (4)基金经理主

动离职前后短期业绩不具有持续性. 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基金治理领域的文献, 反映出我国公

募基金行业业绩考核和薪酬体系存在不足, 对基金行业未来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基金经理离职; 投资业绩; “管理规模-管理能力”匹配度; 主动离职; 被动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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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Fund Managers: Promotion or Demotion 

——New Evidence from Equity Fund Managers in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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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anually collecting the data of China’s equity mutual fund managers’ turnover from 

2005 to 2019, and tracking where the resigning fund managers go, this paper divides resigning fund 

managers into two categories: “Promotion” and “Demotion” and researches the impact of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n the career of fund manag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und managers with excellent 

performance and poor performance both have a high turnover rate. The fund managers with worse 

investment return will have the higher probability to be demoted, while the fund managers with better 

investment return will have the higher probability to be promoted. The “Demotion” mechanism is 

related with the relative and short-term performance.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is relate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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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 performance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und managers’ probability to be promoted and their performance during the bull market.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lots of mutual fund managers with mediocre performance resign and go 

to private fund companies during the bull market, which is the reason for the anomaly. (3) The 

mismatch of “scale - skill” of fund managers has an impact on their demission. The bigger the 

management scale is,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to be demoted for the fund manager with worse 

performance. The smaller the management scale is,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to be promoted for the 

fund manager with better performance. (4) The performance of fund managers is not sustainable 

before and after “Promotion”.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fund governance and 

reflects the shortcoming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compensation system designing in China’s 

public fund industry,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und industry. 

Keywords fund manager resignation; investment performance; match of “scale-skill”; promotion; 

demotion
 

1 引言 

我国公募基金起步于 1998年, 经过二十余年规范化发展, 现已成为我国资产管理行业中重要的机构

投资者, 截至 2020 年底市场共计 7913 只公募基金, 资金规模约 19.89 万亿元1. 掌控巨量资金的基金经理

凭借专业金融知识和投资经验在金融市场上运筹帷幄, 被称为“金领中的金领”, 是投资者眼中的“明星”. 

然而光环之下的基金经理并不会永远璀璨, Wind 数据显示, 2005 至 2020 年, 每年都有超过 10%公募基

金经理离职2. 基金经理的稳定性对基金业绩持续性至关重要. 如果基金公司投资团队的稳定性都无法保

障, 为投资者持续创造收益也就无从谈起. 

基金经理频繁离职不仅存在于我国, 也是很多发达国家基金行业的常态(Chevalier 和 Ellison[1]). 国

外基金行业起步较早, 已有研究认为基金经理通常不是所管理基金的主要风险承担者, 因而会产生委托

代理问题, 若不存在有效治理机制, 基金经理可能会背离投资者利益(Kempf 等[2]). 为解决这一问题, 基金

公司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基金经理的业绩考核, 选拔留任, 风险控制等)以对基金经理更好

的激励与监督, 促使其投资决策符合广大投资者利益(Fama 和 Jensen[3]). 实证研究证明基金经理被动离

职概率与业绩负相关(Khorana[4]; Zhang等[5]), 并且基金业绩会在更换业绩较差基金经理后得到明显改善

(Khorana[6]; Scherbina 和 Jin[7]), 由此证实基金公司内部存在较为严格而有效的淘汰机制. 但这种机制会

造成基金经理职业忧虑, 在面临离职风险时基金经理会盲目变更投资风格, 导致“羊群效应”(Scharfstein

和 Stein[8])和“窗饰效应”(Lakonishok 等[9]),  这既不符合投资者利益, 也不利于金融市场长期发展. 基金经

理的频繁离职也会造成投资者对公司不信任, 不利于基金公司未来发展. 此外, 基金经理投资决策过程

具有同质性, 对公司依附性较低. 业绩优秀基金经理会出于职业生涯和薪资水平等考虑, 选择主动离职

去规模更大, 投研团队更专业、管理稳定的大公司(Chevalier 和 Ellison[1]). 因此基金经理离职与投资业

绩并非简单线性关系(Evans[10]), 在研究基金经理离职现象时, 合理划分离职类别尤为重要(Hu 等[11]).  

我国公募基金起步较晚, 对基金经理离职现象研究有待深入. 已有研究也证实行业内存在较为严格

的淘汰机制(陆家骝和王茂斌[12]; 彭文平和杨蓝蓝[13]), 且年轻基金经理面临更严格考核(罗真和张宗成
[14]). 与国外相比, 我国公募基金业绩更为公开, 及时, 透明, 促使基金公司和投资者关注基金经理短期业

绩, 导致基金经理面临短期考核压力更大, 加剧了基金经理职业忧虑, 使其短期行为更严重(孟庆斌等[15]). 

现有文献对我国基金经理离职现象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现有文献关于离职类别划分方式较简单, 

仅考虑基金经理离职前后薪资变化, 未考虑其对声誉的追求. 此外, 所选业绩指标单一, 无法反映基金经

                                                 
1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 
2 指从原基金公司离职, 而非在一家公司内部变动 



 

 

理绝对业绩和相对业绩对离职影响的差异. 所选业绩衡量期限仅包含 1 年期和 2 年期, 既不能代表基金

经理投资水平, 也无法解释长短期业绩对离职影响的区别. 研究基金经理离职与投资业绩之间关系的核

心在于清晰界定基金经理离职类别以及选择有效的业绩衡量方式. (2)现有文献鲜有关注不同市场环境

下基金经理离职与业绩关系是否存在差异. 我国基金行业起步晚, 人才培养, 选拔, 储备体系不完善. 牛

市期间狂热的市场环境会放大“人才荒”问题, 同时基金投资者和基金公司更易出现非理性投资行为,造

成基金经理离职与投资业绩之间关系更加复杂. (3) 现有文献尚未讨论基金经理“管理规模-管理能力”匹

配度对离职的影响. 对于公募基金经理而言, 业绩落后基金经理被动离职原因往往是管理规模超出能力

范围带来规模不经济, 业绩领先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原因往往是管理规模过小使得激励不足. 基金经理离

职可能是“管理规模-管理能力”不均衡向均衡趋近导致的结果, 但现有文献并未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与分

析. (4) 现有文献并未检验基金经理离职后, 其自身投资业绩将出现何种变化. 当前公募基金经理群体

“饭圈效应”凸显, 业绩出众的基金经理成为众多投资者追捧的明星, 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呈现出品牌

化特征.“钱随人动”的投资策略正在成为部分投资者的选择, 但我国公募基金经理离职前后业绩表现

是否存在差异并未得到验证. 

本文手工收集整理 2005至 2019 年中国权益类公募基金经理变更信息, 并细致追踪基金经理离职去

向, 将离职基金经理划分为主动离职和被动离职两类, 分类研究投资业绩对基金经理离职的影响. 本文

实证部分选取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六个基金业绩指标. 首先, 对比验证基金经理离职与短、中、长期投资

业绩的关系, 识别基金经理不同离职类型与投资业绩之间的影响机制; 其次, 将市场环境变化作为调节

变量, 检验牛市与熊市期间基金经理离职与投资业绩关系的差异; 第三, 本文进一步检验基金经理“管理

规模-管理能力”匹配度对基金经理离职与投资业绩关系的调节效应. 最后, 本文以离职后继续在公募基

金行业履职, 并且拥有离职前后投资业绩的基金经理为样本, 检验基金经理离职前后投资业绩的差异. 

实证结果发现: (1)投资业绩越落后的基金经理被动离职概率越高, 投资业绩越优秀的基金经理主动离职

概率越高, 我国当前公募基金市场“优走劣汰”现象并存, 由此说明基金公司对基金经理末位淘汰机制执

行的较为严苛，但缺乏对业绩优异的基金经理有吸引力的激励留任机制; 基金经理主动离职与被动离

职的业绩评判标准也不尽相同. (2)牛市期间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与投资业绩存在负相关异象, 进一步

研究表明牛市期间异象是由大量业绩一般基金经理“公奔私”所致. 牛市期间私募机构数目呈现井喷式

增长, 拥有公募投资经验的基金经理成为市场中稀缺人才, 私募基金公司在基金经理任用过程中对其过

往业绩关注度降低. 另外, 牛市中私募基金的激励机制更具吸引力, 许多业绩一般的基金经理出现“过

度自信”的心理偏差, 在大行情中主动“公奔私”也是异象原因之一. 但近年来“公奔私”现象逐渐从盲目

走向理性, 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 (3)基金经理“管理规模-管理能力”匹配度会对其离职产生影响, 业绩落

后基金经理在公司中管理规模越大则其被动离职概率越高, 业绩优秀基金经理在公司中管理规模越小

则其主动离职概率越高. 对基金公司来说, 有效识别基金经理能力并将“规模-能力”匹配调整过程内部化

或许是降低离职成本, 避免人才流失的有效方式. (4)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前后短期投资业绩存在差异. 即

使投基金就是选基金经理，但也不能忽视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后，资产管理规模变化、融入新的公司文

化、投融团队磨合等因素对投资业绩的潜在负面影响. 

与现有研究相比, 本文贡献和创新点在于: 第一, 现有关于基金经理离职现象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

体系更完善的欧美证券市场, 对我国基金经理离职现象研究不足. 本文手工收集整理我国基金经理变更

信息并细致追踪基金经理离职去向, 将离职类型进行更加全面与客观的划分. 在此基础上, 对比不同基

金业绩指标和不同业绩考核周期对基金经理离职现象解释的有效性. 第二, 本文深入探究市场环境变化

对基金经理离职的影响, 为理解基金经理离职异象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实证结论. 第三, 本文实证研究

发现“管理规模-管理能力”不匹配是基金经理离职的重要影响因素, 为基金公司合理分配管理规模, 降低

离职率、减少核心员工的离职损失提供一个新思路. 第四, 本文从基金经理自身投资业绩变动角度出发, 

检验离职对其投资业绩的影响, 从实证角度证实盲目追星策略不适用于我国公募基金市场.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金经理频繁离职虽是行业常态(Chevalier 和 Ellison[1]; 彭文平和杨蓝蓝[13]), 但不一定符合投资者

利益. 例如基金经理离职会造成基金风险和收益特征变化(Scharfstein 和 Stein[8]; Gallagher 等[16]), 而此变

化可能违背投资者意愿. 因此, 基金经理离职原因一直受到学术界和业界关注(Zhang 等[5]). 现有文献认

为基金经理离职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投资业绩(Khorana[4]), 基金经理个人特征(Chevalier 和 Ellison[1]), 

公司管理规模(Hu 等[11]; 罗真和张宗成[14]),  产品资金净流入(Evans[10])和董事会独立性(Fu 和 Wedge[17])

等, 其中投资业绩的影响最显著, 其他变量仅在“投资业绩影响基金经理离职”机制内发挥调节效应. 此外, 

基金经理离职与投资业绩并非简单线性关系. 实证研究表明业绩落后与业绩优秀基金经理均存在较高

离职率, 因此在研究基金经理离职现象时合理划分离职类别尤为重要(Hu 等[11]).  

早期文献主要关注到业绩落后基金经理具有较高离职率(Khorana[4]; Zhang 等[5]; 姚正春等[18]). 首先, 

淘汰落后基金经理是解决基金行业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 基金经理不是其管理基金的主要风

险承担者, 因而存在委托代理问题, 若无有效治理机制, 基金经理行为可能会背离投资者利益(Fama 和

Jensen[3]; Shleifer 和 Vishny[19]). 如公募基金在设计显性激励机制时面临“两难”困境, 若实行业绩提成制, 

基金经理可能为了更高回报短视追求净值增长而忽视风险(Kempf等[2]); 若实行固定费率制, 基金经理可

通过持续营销使管理规模上升从而提高薪酬, 或运用权力通过“老鼠仓”事件为自己增加收入(曹兴和彭

耿[20]; 彭耿[21]). 为解决这一问题, 基金公司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 包含基金经理的选拔留任, 

业绩考核, 风险控制等. 其中业绩考核机制包括对基金经理的业绩进行考核与排名, 解雇业绩落后的基

金经理, 是一种隐形激励机制, 可以用来替代失效的显性激励(Ma 等[22]). 这种机制能使得基金业绩在更

换业绩较差的基金经理后得到明显改善(Khorana[6]; Scherbina 和 Jin[7]; 张娜等[23]). 同时, 根据竞争劳动力

市场的事后结算机制(Fama[24]), 基金经理被解雇后会降低其未来在就业市场上的议价权. 在被动离职压

力下, 基金经理会考虑当期业绩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影响(Kreps和Wilson [25]; Holmstrom[26])更加努力工作.  

其次, 我国基金行业起步较晚, 治理机制尚不成熟, 过于重视短期投资业绩, 使得淘汰机制更为残酷, 

导致基金经理投资业绩与离职的相关程度得到强化. 基金经理在面临短期业绩考核压力时, 通常会采用

激进投资策略, 导致风格漂移, 加剧业绩表现的不稳定(孟庆斌等[15]). 由此形成的“业绩落后-盲目投资”

恶性循环将进一步加速基金业绩恶化, 造成基金经理被动离职现象频发.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a: 投资业绩越落后的基金经理被动离职概率越高. 

已有文献发现业绩优秀基金经理也存在较高离职率(Evans[10]; 陆家骝和王茂斌[12]; 彭文平和杨蓝蓝
[13]). 首先, 基金经理利用专业金融知识和独立判断制定投资决策, 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工作内容复杂却具

有同质性. 工作性质决定基金经理是稀缺人力资源并且对基金公司依赖性较低. 他们会关注自身职业生

涯并积极捕捉市场上就业信息, 具有主动离职倾向. 其次, 随着我国资管行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金融市

场对于业绩优异的基金经理的“定价”快速、直接且有效,“人才荒”问题尤为严重. 根据 Wind 数据, 

2010 至 2019 年, 公募基金规模从不到 2 万亿增长至 14.8 万亿, 基金经理从 542 人增长至 2264 人, 增速

远低于基金规模. 基金公司之间会存在“抢人大战”. 在业绩公开透明与“造星运动”背景下(屈源育和吴卫

星[27]), 明星基金经理凭借优异投资业绩会主动离职前往规模更大, 投研团队更专业稳定的公募公司, 以

此获得更大的管理规模. 此外, 公募基金按管理规模收取 1.5%或 1%固定管理费无法对基金经理进行有

效激励. 有投资能力的公募基金经理也可能主动离职到实行业绩提成制的私募基金.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1b: 投资业绩越优秀的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越高. 

我国基金行业起步较晚, 内部管理制度尚不完善, 在产品发行和基金经理任用方面缺乏长期发展规

划,易受市场环境影响. 特别是在牛市期间, 基金投资者和基金公司更易出现非理性投资行为, 两者均会

对基金经理投资策略和职业规划产生影响, 扭曲基金经理离职与投资业绩的影响机制. 首先, 基金投资



 

 

者损失敏感性和投资策略会随市场环境做出改变, 进而影响基金经理策略制定(Kahneman 和 Tversky[28];

尹力博和马枭[29]). 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在“牛市”与“熊市”中并不对称, 牛市期间更倾向于“追逐业

绩”, 投资业绩表现优异的基金产品能够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肖峻[30]；陆蓉和徐龙炳[31]）.目前, 我国

公募基金行业通常采取固定费率制的薪酬体系, 管理规模的显著扩张能为公募基金经理带来可观的管

理收入, 对业绩优秀的基金经理产生有效激励, 使得其有动力提升产品业绩并扩大管理规模, 实现基金

投资者目标与基金管理者目标的协调一致, 一定程度上缓解“委托-代理”问题, 有助于公募基金行业储

备优秀管理人才. 

其次, 牛市期间基金公司借机发行新产品, 基金经理成为行业中的稀缺资源, 其任用和选拔机制或

将扭曲. 牛市期间, 投资者对基金产品关注度较高, 基金申购量明显增加(肖峻[30]),  公募基金借机发行新

产品, 私募机构井喷式成立3. 狂热市场环境放大了“人才荒”问题,  拥有公募投资履历的基金经理尤为稀

缺, 采取业绩提成制的私募基金公司赚钱效应凸显. 基金公司在进行“抢人大战”时, 可能不再重视基金经

理以往业绩. 许多业绩一般的基金经理更容易出现“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Gervais 和 Odean[32]）, 过

度地将基金收益过度归因于自身能力, 并在此情形下选择跳槽去到更大的公募平台或薪酬激励更高的

私募公司, 影响基金经理离职与投资业绩之间影响机制.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牛市期间, 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与投资业绩的关系存在异象.  

已有文献表明能力匹配是影响员工离职的重要因素(Resick 等[31]; 程骏骏等[34]). 能力匹配是指员工

的工作能力与其岗位职责的协调性(Kristof[35]), 如果能力不及职位要求, 则员工无法完成绩效目标, 会被

解雇; 如果能力超过职位需求, 员工会主动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通过跳槽实现人力资本增值

(Giannetti[36]; Albuquerque 等[37]). 本文认为这一规律在基金行业同样成立. 基金经理作为知识型员工,其

工作具有创新性、复杂性和自主性,具有注重个人成长学习机会、忠于职业而非雇主和要求平等的特性, 

基金经理的工作难度, 薪酬和个人价值实现感均由其实际管理规模决定. 随着管理规模扩大, 基金经理

会面临薪酬增长和管理难度增加. 大规模基金更考验基金经理对投资风格, 交易规则和市场容量的精准

把握, 能体现优秀基金经理的价值. 对能力一般的基金经理, 过快增长的规模会导致风格漂移(Kim 等[38]; 

Swinkels等[39])造成投资业绩下滑(Brown和Goetzmann[40]). 基金经理存在最优管理规模(Berk和Green[41]; 

Yin[42]), 使得“管理规模-管理能力”匹配. 本文认为, 基金经理离职是“规模-能力”不均衡向均衡趋近导致

的结果. 业绩落后基金经理被动离职原因往往是管理规模过大带来规模不经济, 业绩领先基金经理主动

离职原因往往是管理规模过小使得激励不足.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a: 业绩落后基金经理在公司中管理规模越大, 则其被动离职概率越高.  

假设 3b: 业绩优秀基金经理在公司中管理规模越小, 则其主动离职概率越高.  

现有文献关注了基金经理离职对基金产品业绩表现的差异化影响. 基金经理作为基金产品的直接

管理者, 将直接影响基金的业绩表现, 历史业绩好的基金在基金经理离职后将出现业绩下滑, 业绩差的

基金则将出现业绩改善(Hu 等[11]; 张美霞[43]). 此外, 不同离职类别对基金业绩影响存在差异（Khorana[6]; 

Gallagher 等[16] ; 彭文平和肖继辉[44]）. 基金经理被动离职后, 基金业绩显著提升; 但绩优基金经理主动

离职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结论. 沈红波等[45]认为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后, 基金业绩显著下降, 

而彭文平和肖继辉[44]则认为主动离职后基金业绩能够继续保持, 不出现显著变化. 上述文献并未关注基

金经理离职后自身投资业绩是否存在变化.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部分研究仅关注了主动离职的基金经

理. 

在基金市场持续火爆, 基金管理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 业内知名且投资表现优异的基金经理成为

各大投资机构抢夺的稀缺资源（李双健和周鹏[47]）. 如前所述, 由于缺乏有吸引力的激励与留任机制, 

导致中长期绝对业绩优异的基金经理频频跳槽, 产生一批业绩优异的主动离职基金经理. 主动离职基金

经理离职前通常拥有不错的投资业绩, 在未来职业选择赢得更多自主权和话语权（沈红波等[45]）, 一定

                                                 
3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2015 年超过 7000 家私募公司在基金业协会备案. 



 

 

程度体现出基金公司对于基金经理管理能力的认可（Du 等[46]）. 已经经受过市场检验, 仅是由于激励

不足而选择主动离职的基金经理, 在声誉或利益的驱动下, 有足够的动力继续保持之前的投资水准. 基

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a：主动离职后, 继续在公募履职的基金经理, 能够保持之前的投资业绩. 

基金投资业绩易受到投资者关注、资金流量变动、机构投资者信息披露等因素影响（肖峻和石劲
[48], 刘京军等[49], 刘欢等[50], 李志冰和刘晓宇[51]）,  短期内存在业绩持续性, 但 1 年期以上长期业绩持续

性降低甚至反转（方先明等[52], 于瑾等[53], 吴启芳等[54]）. 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后, 由于管理规模或基金公

司排名至少一方面得到提升, 而管理规模是基金业绩的重要影响因素, 若基金经理重新任职后管理规模

扩张过快, 出现规模-能力不匹配, 从而造成投资业绩的下滑. 此外, 基金经理在新的公募基金公司任职, 

与投研团队之间可能存在沟通成本, 新团队无法为基金经理提供有力支持, 从而导致重新任职后基金经

理业绩出现下滑.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b：主动离职后, 继续在公募履职基金经理, 无法保持之前的投资业绩. 

3 实证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选择 2005-2019 年中国权益类公募基金经理4. 基金经理基本信息(包含基金经理姓名, 

性别, 证券从业年限, 学历)来自 RESSET 数据库, 基金超越基金收益率(季度)来自 Wind 数据库, 基金经

理变更信息来自 Wind 数据库以及华宝证券研报5并经手工整理, 基金日度复权净值来自 Choice 金融数

据库, 对基金分类依据 Wind 投资类型(二级分类).  

3.2 主要指标构建 

3.2.1 基金经理离职 

基金经理离职的原因较为多样, 外界不得而知. 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基金经理离职去向, 将离职类型

划分为主动和被动, 评判的核心标准是基金经理离职后是否流动到了更好的公司或岗位, 从而更有利于

自身发展(Chevalier和 Ellison[1]). “人往高处走”, 然而在水平能力公开、淘汰机制残酷的基金管理人才市

场, 并非每一位基金经理都有往高处走的可能, 数据显示过半数离职基金经理都再没有公开的投资业绩. 

现有文献将离职后有机会追求“名”或“利”的基金经理, 定义为“主动离职”, 因其具有更强的职业选择权; 

对于在市场中销声匿迹或到更小基金公司任职的离职, 定义为“被动离职”, 因其与人才流动的主流意愿

相悖(Hu 等[11]). 主动或被动离职类型的划分, 有助于识别基金人才流动的动因和辨析这类重要的人力资

源的市场供需状况. 

目前公募基金采取固定费率制, 公募基金经理薪资水平往往与其资产管理规模挂钩, 即管理规模越

大的基金经理获得的薪酬越高. Evans[10]等文献通过收集整理每家基金公司人事变更信息, 从基金经理

离职前后管理规模变化角度对离职类别进行划分. Chevalier 和 Ellison[1], 彭文平和杨蓝蓝[13]还考虑到基

金经理离职去向可能是私募基金, 由于私募基金投资策略灵活性较强且实行的业绩提成制可能增加基

金经理收入, 将这类“公奔私”离职界定为主动离职. 现有文献并未考虑基金经理主动离职也可能是为获

得更大规模公司带来的声誉或者更优质的投资研究支持而非管理规模.  

本文对基金经理离职去向做了细致追踪,在 Chevalier 和 Ellison[1], Hu 等[11], 彭文平和杨蓝蓝[13]的研

究基础之上, 进一步完善离职类别划分依据, 结合离职前后声誉和利益变动情况将离职基金经理划分为

主动离职与被动离职.  

具体而言, 追求声誉是指基金经理离职后选择去规模更大的基金公司. 大公司实力雄厚, 具有良好

声誉和更丰富资源, 能购买大型数据库, 购置先进数据处理和分析软件, 打造更为专业的投研团队, 得到

                                                 
4 至少掌管普通股票型基金, 灵活配置型基金, 偏股混合型基金这三类基金中的一类.  
5 华宝证券, 《561 家“公奔私”私募证券基金画像(内附名单)》, 2019 年 3 月 26 日. 



 

 

很多卖方支持, 这都为基金经理投资决策打下良好基础. 追求利益是指基金经理离职后能在新的公募公

司管理规模更大的基金, 或者离职后去私募基金公司. 如果基金经理离职后在声誉或利益至少一方面得

到满足, 则将其界定为主动离职基金经理. 如果基金经理离职后在声誉和利益两方面都没有得到满足, 

或者无法找到公开的离职去向, 则界定为被动离职基金经理.  

根据上述标准, 本文对基金经理离职类别作如下划分: (1)主动离职基金经理(Promotion): 依据离职

后所在新公司类别将其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为主动离职到其他公募公司的基金经理(Public), 可细分为离

职去排名高6的公司管理规模更大的基金(高就类), 去排名高的公司管理规模更小的基金(声誉类), 去排

名低的公司管理规模更大的基金(利益类,); 第二类为主动离职到私募基金(Private). (2)被动离职公募基

金经理(Demotion): 包含两类, 一类为无法通过公开信息找到离职去向(无离职去向类); 另一类为离职去

排名低的公募公司管理规模更小的基金(降职类).  

为使文章结论更为稳健、可靠，文章还尝试将基金经理离职分为主动离职、被动离职和无离职去

向三种类型, 剔除无离职去向样本后, 对主动离职和被动离职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检验结果与正文报告

结果一致, 表明正文针对基金经理离职类别的划分具有稳健性. 

3.2.2 投资业绩 

关于基金业绩指标选取, 本文参考了经典文献. 基金业绩衡量指标构建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即基准

选择和风险调整. 选择业绩基准是为了衡量主动管理型基金收益是否超过被动投资组合, 风险调整是为

了衡量基金收益的波动性与稳定性. 基准选择通常以资产定价理论为指导, 如 Jensen[44]研究基金业绩时

采用 CAPM 模型, 即用市场收益作为基准. 从 Lehmann 和 Modest[56]开始, 许多研究开始挖掘更多可以用

来解释资产收益率的因子, 该领域经典模型包括 Fama 和 French 三因子模型[57], Carhart 四因子模型[58]和

Fama 和 French 五因子模型[59], 其中无法被因子解释的超额收益 α 可以衡量基金经理选股能力. 在此基

础上, 部分学者对因子模型加以调整用于衡量基金经理择时能力, 经典模型包含 Treynor 和 Mazuy 择时

模型[60], Henriksson 和 Merton 择时模型[61]和 Chang 和 Lewellen 择时模型[62]. 风险调整依据风险类别差

异可分为总风险, 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 如夏普比率考虑总风险调整后的投资收益, 信息比率反

映非系统性风险调整后的投资收益. 在基金业绩评价时应考虑风险调整后所带来的超额收益, 以此权衡

基金经理投资收益与风险特征.  

基金行业是一个面临不确定性, 处理不确定性, 利用不确定性进行套利的行业. 近期研究更加关心

基金经理业绩是来自“能力”还是来自“运气”(赵秀娟等[63]). 该领域研究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从因子挖掘

角度区分“能力”和“运气”, 即用无法被因子解释的超额收益代表基金经理“能力”(Daniel 等[64]; 

Wermers[65]). 第二类考虑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 即扣除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后的收益代表基金经理“能

力”(Grinblatt 和 Titman[66][67]). 第三类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流行的利用统计方法区分基金经理“能力”和

“运气”. 其基本思路是利用因子模型提取基金经理超额收益 α, 由于模型估计过程通常使用 OLS 等计量

方法, 因此估计得到的 α 本质上是一个受到残差分布影响的随机变量. 获得显著正 α 是“能力”, 获得不显

著正 α 是“运气”. 这一过程仅考虑了时间序列估计的 α 而没有利用横截面信息. 许多学者进一步考虑基

金经理 α 横截面分布, 这方面研究包含两类思路: 第一类方法是 Kosowski 等[68](KTWW)以及 Fama 和

French[69]使用 Bootstrap 方法来区分“能力”和“运气”, KTWW 思路是构造横截面 α 的次序统计量作为枢

轴量进行统计推断. 具体而言, 该方法假设所有基金经理都为零 α, 对每个基金经理收益率序列用

Bootstrap 方法构造一次模拟排名并记录最大值, 重复这一过程可得到最大值的运气分布, 则真实横截面

最大值 α 应当和模拟最大值分布进行对比来计算 P 值并判断是否显著. 第二类思路是 Barras 等[70]基于

多重假设检验来区分“能力”和“运气”(易力和胡振华[71]). 与单一基金检验的 KTWW 方法不同, 该方法运

用 FDR(false discovery rate)方法估计基金经理群体中零 α 基金经理占比, 然后在假设检验时扣除零 α 基

金经理产生极端值的比例. 但 Andrikogiannopoulou 和 Papakonstantinou [72]认为 FDR 方法不具有稳健性, 

                                                 
6 此处排名指的是基金公司管理的非货币非理财资产规模排名. 



 

 

当超额收益率零 α 的基金经理实际占比很小时, FDR 估计结果有很大偏差.  

考虑到基准, 风险和运气以及不同指标对于基金业绩衡量严格程度差异的影响, 本文计算绝对收益

率, 超越基准收益率, 基于四因子模型的选股能力, 择时能力, Bootstrap 选股能力和 Bootstrap 择时能力六

个投资业绩评价指标. 其中, 基金经理绝对收益率为其掌管若干基金在研究期间7按规模(距离时间最近

的基金净值, 下同)加权的绝对收益率平均值, 基金经理超越基准收益率为其掌管的若干基金在研究期间

按规模加权的超越基准收益率平均值, 考虑到不同行业风格基金的基准不同, 本文利用基金每季度财报

提供的超越基准收益率数据进行计算. 计算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 择时能力, Bootstrap 选股能力和

Bootstrap 择时能力需要构造基金经理的合并收益率序列, 参考曹泉伟和陈卓[73], 指标构造的具体过程如

下:  

(1)首先构造基金经理在时间窗口的合并收益率. 基金经理在 t 日共管理 N 只基金, 第 i 只基金当日

收益率(根据基金日度复权净值计算)为
itr , 规模为

itAUM , 则该基金经理当日以资产规模为权重的加权平

均收益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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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 选股能力的计算基于 Carhart 四因子模型, 将 Treynor-Mazuy 模型中的平方

项中加入 Carhart 四因子模型, 可计算选股能力:  
2

, , , , , ,( )i t f t i i i t i mkt t f t i tR R Factor R R                                       (2) 

其中, ,i tR 为基金经理合并收益率, ,f tR 为无风险利率, ,i tFactor 为影响基金投资业绩的因子向量, 包括市

场因子, 规模因子, 价值因子和动量因子, 因子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i 代表基金经理因具有选股能力

而给投资者带来的超额收益, 
i 代表基金经理择时能力. 本文给出未经统计检验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

(即不考虑非系统性风险影响), 以及经过 Boostrap_t 统计量检验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区分“能力”和

“运气”).  

(3)Bootstrap 选股能力和 Bootstrap 择时能力计算方法: 第一步, 对因子模型进行 OLS 回归, 得到选

股能力和择时能力的 t 统计量(采用异方差自相关稳健标准误, Newey 和 West[74]), 并将所得结果在横截

面上排序. 第二步, 利用模型残差抽样构造模拟收益率, 并假设选股能力为零(择时能力为零), 使用模拟

收益率计算业绩指标, 并在横截面上排序. 第三步, 将第二步重复 1000 次, 即可得到业绩指标 t 值的次序

统计量分布. 第四步, 将第一步得到的结果与第三步得到的次序统计量分布进行比对, 当模拟值大于实

际值的比例高于 5%(显著性水平)时, 可以推断基金经理业绩来自于运气,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真实业绩

为零; 否则, 认为基金经理业绩来自于能力, 通过显著性检验, 真实业绩为第一步计算得到的值.  

查理·芒格说“至少 3年才能评判一个基金经理的成色”, 较长期限的投资经历才能使得运气, 周期, 

风格对基金经理投资水平的影响接近中性化. 本文在实证研究中以具有 3年期以上业绩的基金经理为主

要研究对象, 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期限投资业绩与其离职的关系.  

3.3 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投资业绩对基金经理离职的影响, 其中被解释变量基金经理离职是虚拟变量, 包含被动离

职(Demotion)和主动离职(Promotion)两种类别, 因此选择 Logit 模型. 核心解释变量为基金经理投资业绩, 

用 Return 表示, 本文以基金经理管理的普通股票型基金, 灵活配置型基金, 偏股混合型基金的业绩作为

其投资业绩评价基础. 控制变量选择性别, 学历, 证券从业经历, 专业证书和海外留学背景(Golec[75]; 艾洪

德和刘聪[76]; 赵秀娟和汪寿阳[77]; 刘亚琴[78]; 郭白滢和龙翠红[79]), 用 Character 表示, 模型扰动项用
i 表

示. 本文所用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10 11 12( ) e i iDemot o ii nLogit P R turns Characters                                  (3) 

20 21 22( ) ePromotion i i iLogit P R turns Characters                                   (4) 

30 31 32 33 34( ) e + e +Demotion i i i i i iLogit P R turns Characters lnScale R turns lnScale             (5) 

                                                 
7只包括普通股票型基金, 灵活配置型基金, 偏股混合型基金.  



 

 

40 41 42 43 44( ) e + e +Promotion i i i i i iLogit P R turns Characters lnScale R turns lnScale            (6) 

计量模型(3)和(4)用于验证假设 1a 和 1b, 如果模型(3)中
11 显著小于零则说明投资业绩越差的基金

经理被动离职概率越高, 如果模型(4)中
21 显著大于零则表明投资业绩越好的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越

高. 结合我国金融市场行情变动, 本文将研究样本期间划分成为“牛市期间”与“非牛市期间”两类, 

其中 2005-2007年和 2014-2015年为牛市期间, 2008-2013年和 2016-2019年为非牛市期间, 比较
11 和

21

这两个系数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差异来检验本文假设 2 是否成立. 计量模型(5)和(6)用于验证假设 3a 和

3b, 如果模型(5)中
31 不显著或显著小于零且

34 显著小于零, 则说明投资业绩落后的基金经理在公司中

的管理规模越大则其被动离职的概率越高. 如果模型(6)中
41 不显著或显著大于零且

44 显著小于零, 意

味着投资业绩优秀的基金经理在公司中的管理规模越小则其主动离职的概率越高.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主动离职基金经理 Promotion 0-基金经理在职8; 1-基金经理主动离职 

被动离职基金经理 Demotion 0-基金经理在职; 1-基金经理被动离职 

主动离职“留公”的基金经理 Public 0-基金经理在职; 1-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到其他公募基金 

主动离职“奔私”的基金经理 Private 0-基金经理在职; 1-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到私募基金 

解释变量 

绝对收益率 Abso_return 
根据基金在时间窗口的期初复权净值和期末复权净值计算

的年化收益率, 并按基金规模计算加权平均值 

超越基准收益率 Exben_return 
根据基金在时间窗口的月度超越基准收益率计算的年化收

益率, 并按基金规模计算加权平均值 

选股能力 Selection 四因子模型的 Treynor-Mazuy 模型中的常数项 

择时能力 Timing 四因子模型的 Treynor-Mazuy 模型中的二次项系数 

Bootstrap 选股能力 Selection_B 
四因子模型的 Treynor-Mazuy 模型中的常数项, 基于

Bootstrap 算法 

Bootstrap 择时能力 Timing_B 
四因子模型的 Treynor-Mazuy 模型中的二次项系数, 基于

Bootstrap 算法 

控制变量 

性别 Gender 0-女; 1-男 

学历 Degree 1-大专; 2-大学本科; 3-硕士; 4-博士; 5-博士后 

证券从业经历(年) ExpcTime 证券从业的年数 

专业证书 Certificate 
持有专业证书个数, 本文考虑的专业证书为 CFA,  

CPA 和 FRM 

海外留学背景 Foreign_edu 有海外留学背景为 1, 无海外留学背景为 0 

基金规模 lnScale 基金经理掌管基金规模的对数 

 
 

3.4 样本描述统计 

表 2 为 2005 至 2019 年我国基金经理离职类型的统计表. 可以看出我国公募基金经理离职现象具有

                                                 
8 指未从原公司离职, 下同. 



 

 

三个特点: 第一, 被动离职基金经理人数显著多于主动离职基金经理人数, 表明基金经理频繁流动主要

由末位基金经理被淘汰所致, 反映出我国基金行业淘汰机制较为残酷. 第二, 在主动离职基金经理群体

中存在部分追求“声誉类”基金经理, 表明我国基金经理在选择离职去向时会考虑新公司总体规模而非

仅仅考虑可直接管理的基金规模, 进一步表明本文对基金经理离职的分类方式更加合理. 第三, 基金经

理离职与市场环境存在密切联系, 特别是 2015 年牛市期间主动离职基金经理人数激增, 且这主要是由

“公奔私”潮所导致. 该趋势与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给出的私募基金公司成立数目变动趋势相一致, 2015

年随着市场回暖有超过 7000家私募基金公司成立, 其数目远高于其他年份. 这初步印证了本文关于牛市

期间基金经理离职异象的观点.  

表 3 为具有连续 3 年期以上公开业绩的基金经理能力指标和个人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9, 所有业

绩指标均使用绝对值最大标准化法(MaxAbs)10进行标准化处理. 从表 3 可以看出, 主动离职基金经理群

体的超越基准收益率和绝对收益率均高于被动离职基金经理和在职基金经理, 初步表明我国基金行业

存在着“优走劣汰”的现象. 从基金经理个人特征来看, 基金经理的性别以男性为主, 较多拥有硕士及以上

学历, 约 11%的基金经理拥有专业证书, 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基金经理占比约为 5%. 综合上述结果, 可

以初步认为投资业绩是导致基金经理离职的主要因素.  

表 2 基金经理离职类型 

 主动离职基金经理 被动离职基金经理 

年份 “留公” 
“奔私” 无离职去向 降职类 

 高就类 声誉类 利益类 

2005 4 2 5 7 11 4 

2006 4 1 5 5 14 2 

2007 6 4 5 18 29 3 

2008 7 9 3 17 15 9 

2009 5 6 7 18 19 4 

2010 7 4 4 19 32 7 

2011 5 4 1 16 43 11 

2012 4 2 6 19 32 4 

2013 9 2 1 23 51 2 

2014 19 2 6 40 62 2 

2015 15 15 5 71 73 12 

2016 6 13 5 14 51 7 

2017 9 7 2 15 64 14 

2018 7 14 6 3 98 14 

2019 3 8 2 2 164 4 

总计 113 93 63 287 758 99 

表 3 样本描述性统计 

 

主动离职基金经理 被动离职基金经理 在职基金经理 

均值 标准差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观测数 

Abso_return 0.1680 0.1800 165 0.0741 0.1740 258 0.0848 0.1600 2278 

Exben_return 0.1130 0.1440 162 0.0264 0.1560 254 0.0682 0.1490 2239 

Selection 0.0660 0.1430 161 0.0477 0.1490 252 0.0803 0.1490 2224 

Selection_B 0.0787 0.1190 161 0.0691 0.1260 252 0.0889 0.1360 2224 

Timing 0.0693 0.1900 161 0.0505 0.1720 252 0.0559 0.1680 2224 

                                                 
9 实证分析中用到的 1 年期业绩样本和 5 年期业绩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未进行展示. 
10 考虑到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为稀疏数据, 采用 MaxAbs 标准化法, 数据标准化过程为: 

( )

x
x =

max x
  



 

 

Timing_B 0.0416 0.1500 161 0.0586 0.1400 252 0.0676 0.1510 2224 

Gender 0.8950 0.3080 171 0.8830 0.3210 266 0.8610 0.3460 2304 

Degree 3.1400 0.3960 171 3.0790 0.4490 266 3.0910 0.4070 2304 

ExpcTime 13.0100 3.5310 170 13.4600 4.0270 263 13.1000 3.7280 2303 

Certificate 0.1110 0.3150 171 0.0940 0.3290 266 0.0920 0.3260 2304 

Foreign edu 0.0526 0.2240 171 0.1020 0.3030 266 0.0820 0.2740 2304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金经理离职与基金业绩的关系 

本文首先采用 3年期以上连续业绩样本研究投资业绩对基金经理被动离职和主动离职的影响, 实证

结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表 4 报告了投资业绩对基金经理被动离职的影响, 可以看出: (1)绝对收益率, 超

越基准收益率, 四因子选股能力以及 Bootstrap 选股能力四个指标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业绩越落后基金

经理被动离职概率越高, 印证了我国基金行业存在较为严格的淘汰机制. 该实证结果支持假设 1a. (2)当

超越基准收益率和绝对收益率两个业绩指标同时纳入回归等式时, 超越基准收益率显著为负, 绝对收益

率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 且超越基准收益率的系数绝对值大于绝对收益率的系数绝对值. 说明基金经理

相对投资业绩越差则被淘汰的概率越高, 基金经理被动离职更加关注其相对业绩, 这与我国公募基金行

业普遍实行相对业绩考核机制密切相关. 此外, 基于四因子模型的选股能力, 择时能力, Bootstrap 选股能

力和 Bootstrap 择时能力四个业绩指标也属于相对业绩指标, 但是相较于超越基准收益率, 这四个业绩指

标对基金经理投资能力衡量更严格,且与超越基准收益率和绝对收益率的衡量维度存在差异,无法直接

进行对比. 如四因子选股能力(Selection)代表四个因子解释之外的超额投资收益, 在此基础上, Bootstrap

选股能力进一步剔除统计误差带来的运气成分. 基于上述结果, 基金行业在淘汰基金经理时并非仅依据

相对业绩排名, 而是对其投资业绩进行归因, 谨慎淘汰业绩落后基金经理.  

表 4 投资业绩对基金经理被动离职的影响 

 Demotion 

Abso_return 
-0.670***      -0.485 

(0.134)      (1.047) 

Exben_return 
 -2.116***     -2.581*** 

 (0.487)     (0.426) 

Selection 
  -1.613***     

  (0.482)     

Selection_B 
   -1.189**    

   (0.532)    

Timing 
    -0.144   

    (0.398)   

Timing_B 
     -0.367  

     (0.456)  

Gender 
0.221 0.199 0.232 0.230 0.217 0.214 0.274 

(0.207) (0.205) (0.208) (0.208) (0.208) (0.208) (0.211) 

Degree 
-0.0256 -0.0370 -0.0310 -0.0231 -0.0165 -0.0140 0.00959 

(0.161) (0.161) (0.162) (0.163) (0.164) (0.164) (0.162) 

ExpcTime 
0.0253 0.0235 0.0253 0.0250 0.0261 0.0259 0.0221 

(0.0171) (0.0172) (0.0173) (0.0173) (0.0172) (0.0172) (0.0175) 

Certificate 
-0.0150 0.0203 0.0256 0.0266 0.0286 0.0279 -0.0528 

(0.201) (0.198) (0.197) (0.197) (0.197) (0.197) (0.204) 

Foreign_edu 
0.278 0.238 0.222 0.238 0.269 0.272 0.284 

(0.219) (0.220) (0.220) (0.219) (0.219) (0.219) (0.219) 

Constant 
-2.613*** -2.484*** -2.551*** -2.580*** -2.692*** -2.679*** -2.654*** 

(0.592) (0.593) (0.598) (0.601) (0.602) (0.602) (0.596) 

Observations11 2532 2490 2473 2473 2473 2473 2473 

Pseudo R-squared 0.00449 0.0150 0.0104 0.00636 0.00321 0.00353 0.00358 

Dummy_N 266 266 266 266 266 266 266 

                                                 
11  表 4 和表 5 中测值个数与表 3 不一致, 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由于业绩期限选择不同,各期限包含的样本数不同,

业绩期限选择越长,样本观测值越少；二,个别基金经理学历,证券从业经历等变量缺失,从而造成样本数的不一致. 



 

 

注: ***, **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为回归标准误差, Observations 为观测数, 

Dummy_N 为虚拟变量值为 1 的个数, 下同.  

表 5 报告了投资业绩对基金经理主动离职的影响. 可以看出: (1)绝对收益率和超越基准收益率的系

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业绩越领先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越高, 即优秀基金经理也存在较高离职率. 该实

证结果支持假设 1b. (2)超越基准收益率和绝对收益率同时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超越基准收益率系数显著

为正, 绝对收益率为负但是并不显著. 该结果进一步证实绝对收益率对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影响程度大于

超越基准收益率, 表明基金经理绝对业绩是影响其主动离职的关键因素,绝对业绩表现越好, 基金经理主

动离职的概率越高. 其他业绩指标对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没有显著影响, 说明基金行业在人才任用时存在

“唯业绩论”, 更为看重基金经理能带来的绝对收益水平.  

表 4 和表 5 均显示基金经理性别, 学历, 证券从业经历, 专业证书和海外留学背景等控制变量与基金

经理主动离职和被动离职无显著关系. 基金经理个人特征虽然会影响基金业绩和投资风格（刘亚琴[78]; 

郭白滢和龙翠红[79]）, 但其影响效果通常在短期内有效. 表明基金行业对基金经理任用与淘汰时并不关

注其个人特征. 由于两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指标对主动离职无显著影响, 为保证结果简洁性, 后文仅

报告超越基准收益率和绝对收益率作为业绩指标的实证结果.  

表 5 投资业绩对基金经理主动离职的影响 

 Promotion 

Abso_return 

2.528***      2.997*** 

(0.426)      (0.402) 

Exben_return 
 1.843***     -0.945 

 (0.502)     (1.229) 

Selection 
  -0.746     

  (0.573)     

Selection_B 
   -0.665    

   (0.634)    

Timing 
    0.465   

    (0.475)   

Timing_B 
     -1.204  

     (0.689)  

Gender 
0.170 0.221 0.235 0.233 0.228 0.210 0.268 

(0.260) (0.259) (0.259) (0.259) (0.259) (0.259) (0.258) 

Degree 
0.277 0.261 0.238 0.241 0.241 0.251 0.256 

(0.198) (0.196) (0.197) (0.197) (0.198) (0.198) (0.192) 

ExpcTime 
-0.000248 0.00697 0.000765 0.000742 0.00245 0.00152 0.00122 

(0.0224) (0.0221) (0.0221) (0.0221) (0.0221) (0.0221) (0.0220) 

Certificate 
0.242 0.228 0.246 0.247 0.245 0.231 0.165 

(0.231) (0.229) (0.227) (0.228) (0.228) (0.228) (0.233) 

Foreign_edu 
-0.387 -0.388 -0.494 -0.487 -0.474 -0.460 -0.469 

(0.355) (0.355) (0.354) (0.354) (0.353) (0.354) (0.353) 

Constant 
-3.946*** -3.893*** -3.525*** -3.533*** -3.634*** -3.543*** -3.599*** 

(0.745) (0.737) (0.741) (0.742) (0.741) (0.741) (0.725) 

Observations 2441 2399 2383 2383 2383 2383 2383 

Pseudo R-squared 0.0315 0.0152 0.00604 0.00553 0.00537 0.00831 0.00606 

Dummy_N 171 171 171 171 171 171 171 

 

基金经理短期业绩会受到市场环境轮换, 基金管理制度, 基金投资者投资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刘京军

和徐浩萍[80]), 包含更多难以量化的运气成分, 而长期业绩则能将运气, 周期, 风格的影响中性化, 更能体

现基金经理真实投资能力(彭文平和杨蓝蓝[13] ; 罗真和张宗成[14]). 因此, 本文进一步选取 1 年期和 5 年

期业绩代表基金经理的短期与长期业绩, 检验基金经理离职概率与其短期, 长期业绩之间的关系, 并与 3

年期业绩(中期业绩)进行对比, 为识别我国基金行业业绩考核周期的合理性提供实证依据. 实证结果如

表 6 所示, 绝对收益率和超越基准收益率与基金经理被动离职在短期, 中期和长期中均呈现出显著负相

关关系, 并且超越基准收益率的系数绝对值均大于绝对收益率的系数绝对值, 与上文实证结果一致. 本



 

 

文考虑多个业绩衡量期限后仍证明基金行业具有重视短期业绩的特点.  

1 年期和 3 年期的绝对收益率对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存在正向影响, 且影响程度大于超越基准收

益率, 这与上文实证结果一致. 3 年期绝对收益率的系数绝对值明显大于 1 年期, 意味着基金经理在中期

拥有较好业绩则更容易主动离职. 但 5 年期绝对收益率对主动离职影响为负数且不显著, 本文认为可能

有三个原因: (1)中国基金行业起步较晚, 拥有连续 5 年投资经验的基金经理人数较少, 导致实证分析样

本容量较小. 系数为负可能是由于小样本偏差所致. (2)投资期限本身是对基金经理的一次筛选, 拥有 5

年期业绩在全球并不算长, 但是在中国绝不算短. 基金公司可能会看重基金经理丰富的市场投资经验, 

降低对业绩的要求. (3)在一家公司担任 5 年的基金经理, 并且拥有优秀业绩, 可能已被提拔为公司高层

管理人员或重点培养对象, 在公司内部拥有较高的声誉, 并不会轻易选择离职.  

表 6 不同期限投资业绩对基金经理离职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Demotion  

 1 年期业绩 3 年期业绩 5 年期业绩 

Abso_return 
-0.766***  0.562* -0.670***  -0.485 -2.707***  -2.600* 

(0.290)  (0.338) (0.134)  (1.047) (1.040)  (1.418) 

Exben_return 
 -3.505*** -3.962***  -2.116*** -2.581***  -2.140** -0.498 

 (0.481) (0.547)  (0.487) (0.426)  (0.853) (1.18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7175 7067 7006 2532 2490 2473 707 699 696 

Dummy_N 796 796 796 266 266 266 78 78 78 

 被解释变量: Promotion  

 1 年期业绩 3 年期业绩 5 年期业绩 

Abso_return 
1.930***  2.755*** 2.528***  2.997*** -0.544  -1.396 

(0.274)  (0.333) (0.426)  (0.402) (1.183)  (1.691) 

Exben_return 
 0.258 -2.078***  1.843*** -0.945  0.607 1.398 

 (0.498) (0.596)  (0.502) (1.229)  (0.982) (1.40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6905 6790 6736 2441 2399 2383 680 671 670 

Dummy_N 504 504 504 171 171 171 51 51 51 

综合上文实证结果, 我国基金经理高流动性反映了市场存在“优走劣汰”现象. 投资业绩越落后的基

金经理被动离职概率越高, 投资业绩越优秀的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越高, 假设 1、2 得到证明. 由此反

映出我国基金行业在业绩考核与薪酬设计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1)业绩考核机制过于看重基金经理短期

业绩, 不利于基金经理形成长期稳定的投资理念. (2)薪酬体系不够完善, 固定费率制下优秀基金经理会

追求更高管理规模主动离职(实证第三部分对此进一步验证), 这也加剧了“人才荒”问题.  

根据基金行业特点, 基金公司在设计考核制度时应当重视长期业绩而非短期业绩, 采用相对业绩与

绝对业绩综合指标, 建立灵活的业绩考核机制和多元化的薪酬体系. 发达国家基金公司在业绩考核与薪

酬设计上存在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如美国 T. Rowe Price 的基金经理薪资由年薪, 奖金和股票期权构成, 

奖金与基金的 1 年, 3 年, 5 年以及 10 年业绩挂钩, 业绩考核依据为绝对收益, 相对收益以及风险调整后

收益, 基金经理的留职率高达 93%. Dodge & Cox 公司不打造明星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的薪酬结构由固定

年薪和年度奖金构成, 其中固定年薪由其工作经验和职责决定, 年度奖金决定于其为管理团队贡献的投

资想法和行业观点[81]. 由此可见, 基金公司建立有效的业绩考核与薪酬体系的关键在于形成长期的投资

文化, 并将其与公司管理制度创造性的融合在一起.  

4.2 市场环境对基金经理离职的影响 

为验证假设 2, 本文将样本按时间划分为牛市期间和非牛市期间, 其中 2005 - 2007 年和 2014-2015



 

 

年为牛市期间, 2008-2013 年和 2016-2019 年为非牛市期间. 表 7 报告了分组回归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 非

牛市期间结果与全样本结果一致. 但牛市期间投资业绩对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影响显著为负, 这说明

牛市期间基金经理业绩越差, 主动离职概率反而越高, 出现离职异象. 该实证结果支持假设 2.  

为探究牛市期间主动离职异象原因, 本文按照离职去向将主动离职基金经理样本细分为“留公”基

金经理和“奔私”基金经理两种类型, 并设定相应虚拟变量. 表 8 报告了分组回归实证结果. 非牛市期间, 

绝对收益率对基金经理“留公”的概率和“奔私”的概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与本文实证第一部分结果一

致. 但牛市期间, 投资业绩对基金经理“留公”概率无显著影响, 对“奔私”概率影响显著为负, 说明此时基

金行业中, 主动离职到公募和私募都受到市场环境过热的影响出现异象, 且基金经理“奔私”与业绩的关

系是严重扭曲的. 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 牛市期间投资者大量申购基金, 致使公募基金公司

借机发行新产品, 对基金经理需求激增. 公募基金的管理较为规范, 并且牛市期间在“前景理论”和

“房钱效应”的共同作用下, 基金经理、基金公司和基金投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得到缓解, 虽

存在离职变动但不会出现严重的异象. 其次, 牛市期间私募机构井喷式成立, 凭借高比例业绩提成也吸

引许多人才. 但私募行业起步更晚, 管理规范还不成熟, 因此在“人才荒”时对基金经理任用较为盲目, 导

致严重异象. 此外, 牛市期间许多业绩一般的基金经理更易出现“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在私募基金赚

钱效应凸显的背景下主动“奔私”自己创业, 借牛市行情实现财富自由, 这也是导致私募出现异象的原因

之一. 本文认为, 牛市期间基金经理盲目“公奔私”并不利于基金行业发展. 长远来看建立专业, 稳定的投

研队伍才是基金行业的长胜手段. 与大型公募基金公司相比, 借牛市“昙花一现”, 盲目“挖人”的私募基金

公司在今后发展中势必存在隐患.  

表 7 市场环境对基金经理离职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Demotion 

  非牛市 牛市 

Abso_return 
-1.525**  -3.672***  

(0.604)  (0.997)  

Exben_return 
 -2.862***  -1.747** 

 (0.596)  (0.84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135  2104  397  386  

Dummy_N 192 192 74 74 

 被解释变量: Promotion 

 非牛市 牛市 

Abso_return 
2.444***  -2.098**  

(0.729)  (0.825)  

Exben_return 
 1.391*  0.430 

 (0.746)  (0.74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027  1998  414  401  

Dummy_N 81 81 90 90 

 

表 2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近年来基金经理群体中“公奔私”的现象逐渐减少, 越来越多资深基金经

理愿意在公募行业内进行职业重新选择[82]. 虽然私募基金业绩提成高, 但这仅适合极少数精英基金经理, 

对于大多数基金经理来说公募平台专业的分工和完备的投研团队更具吸引力.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

成熟, 基金行业“公奔私”也在从盲目走向理性.  

 

 



 

 

表 8 市场环境对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到其他公募和私募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Public 

  非牛市 牛市 

Abso_return 
2.577**  -1.400  

(1.033)  (1.386)  

Exben_return 
 1.397  1.711 

 (1.064)  (1.21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986  1957  315  302  

Dummy_N 38 38 25 25 

  被解释变量: Private 

  非牛市 牛市 

Abso_return 
2.383**  -2.528**  

(0.978)  (1.009)  

Exben_return 
 1.419  -0.114 

 (1.009)  (0.85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991  1961  389  379  

Dummy_N 43 43 65 65 

4.3 “管理规模-管理能力”匹配度对基金经理离职的影响 

为验证本文的假设 3a 和 3b, 将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lnScale)作为回归方程中的被解释变量, 同时在

回归方程中引入基金业绩与掌管基金规模的交互项, 研究“管理规模-管理能力”匹配度对基金经理离职

的影响, 实证结果如表 9 显示. 回归结果前两列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且业绩指标的系数不显著, 意味着

业绩落后的基金经理在公司中管理的基金规模越大, 则其被动离职的概率越高, 假设 3a 成立. 回归结果

后两列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业绩指标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如果基金经理投资业绩良好但管理

的基金规模过小, 则其主动离职的概率越高, 假设 3b 成立. 由此说明基金经理“管理能力-管理规模”匹配

度是导致其离职的深层次原因.  

基金经理离职与投资业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体现了“优走劣汰”, 但对于基金公司而言将研究员一

步步培养成基金经理是一个漫长过程. 优秀基金经理离开是公司的损失, 基金公司频繁淘汰业绩差的基

金经理也会造成投资者对公司不信任, 这些都成为基金经理离职带给公司的成本. 本文认为关注基金经

理“管理规模-管理能力”匹配度是基金公司降低成本, 避免人才流失的重要途径. 基金经理离职是使得

“规模-能力”重新匹配至均衡状态的自发行为. 对基金公司而言, 识别基金经理能力, 将这种均衡之间的

转变内部化或许是降低离职成本的有效方式. 优秀的基金经理要适当给其更高管理规模, 给股权或增发

新基金对其进行激励, 但也要防止配售资产过高而超出基金经理管理能力范围. 对业绩落后的基金经理

应适当减少其管理规模而非直接将其解雇, 这也相当于在投资业绩落后与被动离职之间加了一个楔子

作为缓冲, 从而降低基金经理被动离职带给公司的负面影响.  

表 9 “管理规模-管理能力”匹配度对基金经理离职的影响 

 Demotion Demotion Promotion Promotion 

Abso_return 
-16.790  33.770***  

(21.070)  (7.793)  

Exben_return 
 -21.190  15.440* 

 (23.060)  (7.992) 

Abso_return* lnScale 
-0.647***  -1.425***  

(0.136)  (0.354)  

Exben_return* lnScale 
 -0.979***  -0.638* 

 (0.019)  (0.367) 



 

 

lnScale 
0.492** 0.443** 0.372*** 0.262*** 

(0.251) (0.198) (0.089) (0.077) 

Gender 
-0.311 -0.230 0.139 0.181 

(0.643) (0.637) (0.271) (0.271) 

Degree 
-0.227 -0.273 0.255 0.256 

(0.571) (0.567) (0.205) (0.202) 

ExpcTime 
0.018 0.001 -0.008 -0.001 

(0.057) (0.057) (0.0229) (0.023) 

Certificate 
0.082 -0.003 0.244 0.232 

(0.704) (0.710) (0.236) (0.234) 

Foreign_edu 
  -0.289 -0.280 

  (0.359) (0.357) 

Constant 
-14.850** -13.170*** -11.80*** -9.352*** 

(5.870) (4.733) (2.086) (1.821) 

Observations 2063 2026 2388 2346 

Pseudo R-squared 0.051 0.045 0.052 0.027 

Dummy_N 266 266 171 171 

4.4 基金经理离职对自身投资业绩水平持续性的影响 

本文细致追踪基金经理离职去向, 深入挖掘基金经理离职变动对其投资业绩变现的影响.结合研究

样本容量特点12,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仅关注主动离职基金经理离职变动前后投资业绩差异. 

为检验假设 4a 和 4b, 本文将离职后继续在公募基金行业履职并且离职前后拥有连续投资业绩的基金经

理作为研究样本, 分别验证基金经理在离职前后自身投资业绩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表 10给出基金经理离

职前后 1 年期投资业绩的差异, 为保证结果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将业绩观测区间进行延长, 对比主动离职

基金经理离职前后 2 年期投资业绩的差异. 由于基金经理业绩数据分布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假定, 本文采

用利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法检验基金经理离职前后基金业绩的差异. 其中, 检验的原假设为基金经理离

职前后的业绩数据中位数无差异, 即认为主动离职不影响基金经理投资业绩水平. 

表 10  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前后一年期投资业绩对比 

 Z 值 
渐近显著性

（双尾）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𝐴𝑏𝑠𝑜𝑎𝑓
− 𝐴𝑏𝑠𝑜𝑏𝑒𝑓 

-1.208 0.227 
𝐴𝑏𝑠𝑜𝑏𝑒𝑓 83 0.307 0.524 -0.547 1.979 0.126 

𝐴𝑏𝑠𝑜𝑎𝑓 85 0.121 0.386 -0.494 1.740 0.043 

𝐸𝑥𝑏𝑒𝑛𝑎𝑓
− 𝐸𝑥𝑏𝑒𝑛𝑏𝑒𝑓 

-0.758 0.448 
𝐸𝑥𝑏𝑒𝑛𝑏𝑒𝑓 83 0.057 0.138 -0.277 0.435 0.053 

𝐸𝑥𝑏𝑒𝑛𝑎𝑓 85 0.042 0.184 -0.423 0.809 0.038 

𝑆𝑒𝑙𝑒𝑐𝑎𝑓
− 𝑆𝑒𝑙𝑒𝑐𝑏𝑒𝑓 

-1.730* 0.084 
𝑆𝑒𝑙𝑒𝑐𝑏𝑒𝑓 83 0.002 0.001 -0.001 0.002 0.000 

𝑆𝑒𝑙𝑒𝑐𝑎𝑓 85 0.001 0.001 -0.001 0.006 0.000 

𝑆𝑒𝑙𝑒𝑐_𝐵𝑎𝑓
− 𝑆𝑒𝑙𝑒𝑐_𝐵𝑏𝑒𝑓 

-1.695* 0.090 
𝑆𝑒𝑙𝑒𝑐_𝐵𝑏𝑒𝑓 83 0.002 0.000 -0.001 0.002 0.000 

𝑆𝑒𝑙𝑒𝑐_𝐵𝑎𝑓 85 0.001 0.001 -0.001 0.006 0.000 

𝑇𝑖𝑚𝑎𝑓

− 𝑇𝑖𝑚𝑏𝑒𝑓 
-3.305*** 0.001 

𝑇𝑖𝑚𝑏𝑒𝑓 83 -0.036 1.392 -3.085 3.862 -0.216 

𝑇𝑖𝑚𝑎𝑓 85 0.953 2.970 -2.397 18.390 0.323 

𝑇𝑖𝑚_𝐵𝑎𝑓
− 𝑇𝑖𝑚_𝐵𝑏𝑒𝑓 

-3.638*** 0.000 
𝑇𝑖𝑚_𝐵𝑏𝑒𝑓 83 0.072 1.102 -3.085 3.266 0.000 

𝑇𝑖𝑚_𝐵𝑎𝑓 85 1.086 2.878 -2.067 18.390 0.162 

实证结果表明,对于主动离职基金经理而言,离职前后投资业绩不具有持续性, 除择时能力在离职后

出现明显提升, 其他业绩指标均呈现下降趋势, 假设 4b 成立. 具体而言, 主动离职后,基金经理的绝对收

益率和超越基准收益率下降, 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选股能力和基于 Bootstrap 的选股能力在离职后

下降, 并且在 95%置信水平下显著; 择时能力和基于 Bootstrap 的择时能力则出现明显改善. 本文认为出

现该结果的原因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 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后,所管理的基金规模出现明显增加,超越其最

优管理范围, 导致出现“管理规模-管理能力的不匹配”, 使得任职后投资业绩下滑; 第二, 基金经理主动

离职到新的公募基金公司, 新的研究团队与基金经理之间无法默契配合, 沟通成本和调仓成本增加, 导

致基金经理业绩表现变差. 投资者不应盲目采用“钱随人动”的投资策略, 应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进一步将基金经理业绩衡量期限进行延长, 关注基金经理 2 年期投

资业绩, 将基金经理离职前后拥有持续 4 年业绩的基金经理为样本. 2 年期业绩的实证结果与 1 年期业

                                                 
12 被动离职且拥有离职前后 1 年期持续业绩的基金经理人数仅为 30,样本容量较少,实证结果误差较大. 



 

 

绩所得实证结果一致, 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13. 

5 结论 

本文手工收集整理 2005 至 2019 年中国权益类公募基金经理变更信息并细致追踪基金经理离职去

向, 将离职基金经理划分为主动离职和被动离职两类, 研究了基金经理离职与投资业绩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1)业绩优秀与业绩落后的基金经理群体均存在较高离职率. 投资业绩越落后的基金

经理被动离职概率越高, 投资业绩越优秀的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概率越高, 被动离职对相对业绩关注具有

合理性但对短期业绩关注具有盲目性, 主动离职对绝对业绩关注具有盲目性但对中期业绩关注具有合

理性. (2)牛市期间基金经理主动离职与业绩存在显著负相关的异象, 进一步研究表明牛市期间大量业绩

一般的基金经理“公奔私”是导致异象的原因.长远来看, 建立专业, 稳定的投研队伍才是基金行业的长胜

法则. 与大型公募公司相比, 借牛市“昙花一现”的私募公司极有可能在残酷竞争中被淘汰. 但近年来“公

奔私”现象逐渐从盲目走向理性, 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 (3)基金经理“管理规模-管理能力”匹配度会对

其离职产生影响. 业绩落后基金经理在公司中管理规模越大则被动离职概率越高, 反映了业绩落后基金

经理被动离职原因往往是管理规模超出能力范围带来的规模不经济. 业绩优秀基金经理在公司中管理

规模越小则主动离职概率越高, 体现了业绩优秀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原因往往是管理规模过小而带来的

激励不足. 本文认为基金公司关注基金经理“管理规模-管理能力”匹配度是降低离职成本, 避免人才流失

的重要方式. (4) 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前后短期业绩不具有持续性. 即使投基金就是选基金经理，但也不能

忽视基金经理主动离职后，资产管理规模变化、融入新的公司文化、投融团队磨合等因素对投资业绩

的潜在负面影响. 

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基金经理离职现象提供了最新经验证据, 并由此反映我国基金行业在过去发展

中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 (1)基金经理业绩考核与薪酬体系存在缺陷. 业绩考核机制过于重视基金经理短

期业绩, 不利于基金经理形成长期稳定的投资理念. 薪酬体系尚不完善, 优秀基金经理同样存在较高离

职率, 加剧基金行业“人才荒”, 使得基金公司对基金经理任用较为盲目, 甚至在牛市期间出现异象. 根据

基金行业特点, 基金公司应建立灵活的业绩考核机制与多元化的薪酬体系, 重视长期业绩而非短期业绩, 

关注相对业绩而非绝对业绩. (2)基金公司普遍存在资源错配现象, 即基金经理“管理规模-管理能力”不匹

配, 这也是导致离职现象频发的深层原因. 对基金公司来说, 灵活制定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将“规模-能力”

匹配过程内部化或许是降低离职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的有效方式. 如优秀的基金经理要适当给其更高管

理规模, 分配股权或增发新基金对其进行激励, 但也要防止配售资产过高而超出基金经理管理能力范围. 

对业绩落后的基金经理应适当减少其管理规模而非直接将其解雇, 降低基金经理被动离职带给公司的

负面影响.  

我国基金行业起步较晚, 业绩考核机制与薪酬激励体系还有待完善, 未来应将长期, 稳定的投资理

念, 方法与人事制度相融合, 逐步建立灵活的业绩考核机制与多元化的薪酬体系, 从主动离职与被动离

职两方面关注基金经理的高流动性问题. 此外, 我国基金经理的高流动性一定程度反映了基金行业尚处

于快速成长期, 专业管理人才尤为稀缺. 牛市期间, 投资机构对具有投资经验的基金经理求贤若渴, 存在

小材大用的冲动选人用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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