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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于 1947 年由鲁伯特・强生先生于纽约创立，迄今在投资管理

行业已有近 60 年的历史。强生先生以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稳健理财的最早倡导者-本杰明・

富兰克林先生的名字为公司命名。富兰克林先生稳健理财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直到今天，

他的头像仍然出现在百元美钞上。将富兰克林的头像作为公司的注册商标，是因为强生先生

以及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非常认同富兰克林先生的一句名言-“理财规划，稳健为先”。 

  同时,最大的上市基金管理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以及太平洋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是以市值排名全球最大的上市基金管理公司。截至

2006 年 1 月，旗下管理资产超过 4835 亿美元(2017 年 5 月数据：7440 亿左右。1)。作为一

家跨国企业，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同时是亚洲前四大国际投资者，也是第一家被纳入

                                                             
1 Franklin Resources, Inc. (NYSE:BEN) is a glob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operating as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provides global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to retail, institutional and sovereign wealth clients in over 170 countries.  Through specialized 
teams, the Company has expertise across all asset classes—including equity, fixed income, alternative and 
custom solutions.  The Company’s more than 650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are supported by its integrated, 
worldwide team of risk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and global trading desk network.  With offices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the California–based company has 70 years of investment experience and over $744 billion in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s of May 31, 2017.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investors.franklinresources.com. 



S&P500 指数成份股的资产管理公司，这些荣誉足可以证明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在行业

内的龙头地位。 

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历史悠久，特别注重投资研究的实力。目前旗下有 210 位研究

分析师以及 140 位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将近 250 只基金，50 多个研究机构遍布 35 个国家，集

团员工总数达到 9000 人，能精准掌握全球最新金融动态，为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近 1000

万名投资者提供全面的理财服务。集团旗下的富兰克林系列、邓普顿系列、互惠系列和丰信

国际信托投资风格迥异，各有所长，协力为投资人提供全面而多元的理财服务。除了擅长于

股票投资外，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在债券上的丰富操作经验，使其成为全球多家保险公

司、退休基金的投资管理人，更成为美国最大的免税债券基金的投资管理人。2 

十大投资理念： 

1. 当所有人都看好这个市场时，就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 

2. 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3. 你想获得超额收益吗？那你一定要投资新兴市场。 

4. 选择股票的最终标准--了解企业的团队。 

5. “42 码的脚不能穿进 37 码的鞋”--用 FELT 选择股票。 

所谓 FELT 就是－Fair、Efficient、Liquid、Transparent。即在投资任何股票之前，都

应该审视股价是否合理（Fair），股市是否是有效率交易（Efficient），股票是否具有

流动性（Liquid），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是否透明（Transparent），这是选择股票的四个

方面。 

6. “危机”——往往蕴藏着投资机会。 

7. 资产净值——是投资决策的一个有效依据。 

8. 了解游戏规则——是进入投资市场的前提。 

9. 技术分析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 

10. 金子通常是埋在沙砾下面的。3 

经营概况： 

AUM 变化： 

 

 

 

 

 

 

                                                             
2http://wiki.mbalib.com/wiki/%E5%AF%8C%E5%85%B0%E5%85%8B%E6%9E%97%E9%82%93%E6%99%AE%E9%

A1%BF%E5%9F%BA%E9%87%91%E9%9B%86%E5%9B%A2   （06 年更新，标红为 16 年年报数据） 
3http://wiki.mbalib.com/wiki/%E5%AF%8C%E5%85%B0%E5%85%8B%E6%9E%97%E9%82%93%E6%99%AE%E9%
A1%BF%E5%9F%BA%E9%87%91%E9%9B%86%E5%9B%A2 

http://wiki.mbalib.com/wiki/%E5%AF%8C%E5%85%B0%E5%85%8B%E6%9E%97%E9%82%93%E6%99%AE%E9%A1%BF%E5%9F%BA%E9%87%91%E9%9B%86%E5%9B%A2
http://wiki.mbalib.com/wiki/%E5%AF%8C%E5%85%B0%E5%85%8B%E6%9E%97%E9%82%93%E6%99%AE%E9%A1%BF%E5%9F%BA%E9%87%91%E9%9B%86%E5%9B%A2


历史整体表现： 

 

16 年表现： 

4 

产品类型： 

1. 美元基金 (AUM:$4191 亿 )代表性产品：FCF-Franklin Income Fund($797 亿 )，

TIT-Templeton Global Bond Fund ($421 亿), FMSF-Franklin Mutual Global Discovery 

Fund($220 亿), FMT-Franklin Rising Dividends Fund ($176 亿) and Franklin California 

Tax-Free Fixed Income（$152 亿） 

2. 跨境基金(AUM:$1072 亿，39 个国家)：FTIF-Templeton Global Bond Fund ($20.1 

                                                             
4 The peer group rankings are sourced from either Lipper, a Thomson Reuters Company, Morningstar or 
eVestment in each fund’s market and were based on an absolute ranking of returns . 2016 Morningsta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information herein: 
(1) is proprietary to Morningstar and/or its content providers; 
(2) may not be copied or distributed;  
and (3) is not warranted to be accurate, complete or timely. Neither Morningstar nor its content providers are 
responsible for any damages or losses arising from any use of this information. 



billion),FTIF-Templeton Global Total Return Fund ($19.5 billion), FTIF-Templeton 

Growth (Euro) Fund ($7.7 billion), FTIF Templeton Asian Growth Fund ($4.8 billion) 

and FTIF-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Bond Fund ($4.0 billion). 

3. 区域性基金（$41.8 billion） 

4. 其他：另类投资产品&信托（$165.2 billion： $10.3 billion K2 投资产品和基金, $6.4 

billion Darby 产品、房地产、新兴市场和全球固定收益投资基金。 

16 年资产配置情况： 

 

 

    



  

 



代表性产品介绍： 

Franklin Income Fund 

概述：通过多样化股票和债券组合，保持资产增值前景的同时，最大化收入。 

投资理念：价值导向，挖掘低估的资产组合；灵活，各类资产比例无限制；

保持多样性。 

规模：82245.9Million 

优势：65 年持续分红；全球资产多样化配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 

业绩表现： 

 

 

 

 

 

 

 



 

 

 

 

各年收益率分布： 

 
资产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