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 
一、概况 

1. 基金发展历程 

 耶鲁捐赠基金的历史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 早期积累阶段 （19 世纪初—20 世纪中叶）。  

 耶鲁在早期发展的前 100 年中，获得的大部分捐赠基金是以书籍、 原材料、 土地为主的

实物捐赠。  

 两位信托代理人和耶鲁大学的财务主管在纽黑文创建了“雄鹰银行”， 并将大部分的捐赠基

金投资于该银行的股票。 

 1825 年 “雄鹰” 破产，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严重亏损，折损率达 90%。  

 1831 年，耶鲁成功募集到 10 多万美元的捐款。 

 19 世纪后半叶， 耶鲁将 71%的捐赠基金投资于债券， 房地产和股票投资仅占 16%和 13%,

基金发展缓慢。  

 20 世纪初， 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快速发展，增加到 530 万美元。 

（2） 基金管理稳定和发展期（20 世纪中叶—20 世纪 80 年代）。  

 20 世纪中叶，耶鲁大学对捐赠基金管理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  

 首先，耶鲁调整了投资分配的比例， 收窄了对长期回报率较高的股票投资。随后，耶鲁成

立了基金管理与研究公司 （EM&R） ,将捐赠基金管理权外包给这个新成立的带有私营性质的公

司来经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耶鲁基金进入了投资金来源资不顺期。 股票市场低迷和持高不下的

通货膨胀使捐赠基金增长缓慢， 捐赠基金的收益对耶鲁大学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不断下滑， 离

捐赠基金预期目标相差甚远。  

 1982 年， 耶鲁终止与 EM&R 的合作关系，回到传统的投资方式，将股票投资提高到基金

投资总额的 60%，将债券投资确定在 40%。 

（3） 耶鲁“基金帝国”的诞生（1985年至今）。 

 1985 年，耶鲁大学聘任华尔街金融操盘手大卫·斯文森 (David F. Swensen) 担当耶鲁首

席投资官。耶鲁基金每年对大学总预算的贡献率从 1985 年的 10%增加至 2009 年的 45%， 流

入耶鲁大学的资金平均每日净增近 300 万美元， 成为美国运作最成功的学校捐赠基金。 

2. 性质 

 教育捐赠基金 

3. 资金来源 

大学募捐 

4. 管理架构 

 耶鲁大学基金会与一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管理层”的架构相似，包含投资委员会

（Investment Committe）、投资办公室（Investment Office）两层结构。 

 投资委员会如同公司董事会，负责制订基金会投资政策、使用政策等重大战略事项，主要

的任务是一年一次会议设定不同金融资产的目标配置比例，投资办公室依此具体调整相关资产

比例。投资委员会的成员主要为来自各大投行、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公司的耶鲁大学校友，对

市场的动向相当敏感，使耶鲁大学的投资配置紧随市场的变动。 

5. 排名 

 规模排名第二，业绩排名第一 

 

二、投资运作 

1. 基本投资理念 

 理念： 以 “正” 治校， 以 “奇” 用资 

 耶鲁的投资理念主要体现在 “正” 和 “奇” 上。所谓 “正”， 主旨是 “一切投资及其收益应



该与学校的战略发展目标紧密相关”。 所谓 “奇”， 即是 “奇招” 或 “独辟蹊径”， 也就是说， “耶

鲁的基金投资策略非同寻常”。 这两点是耶鲁大学基金投资始终坚守的原则。 

 以 “正” 治校是耶鲁投资理念的本质 ，因为耶鲁认清了教育捐赠基金与华尔街基金投资有

着本质的不同。 华尔街的投资目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教育捐赠基金投资应追求长久的、 有

约束性的 “婚姻” 关系， 而不仅仅是短暂的 “约会”，教育捐赠基金要追求的是风险调整后的长

期、 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回报。 基金投资的稳定性、 持久性关乎大学的教学质量、师资队伍、 

战略发展和荣辱兴衰。 

 耶鲁捐赠基金投资的“奇” 反映了其投资的与众不同， 这也是为耶鲁捐赠基金长盛不衰保

驾护航的经典之道。 而帮助耶鲁出 “奇”制胜的掌门人就是为耶鲁创造出惊人投资神话的首席

投资官大卫·斯文森。 “创新” 是斯文森在投资基金时始终坚守的理念， “他喜欢并鼓励逆向思

维， 每一个新投资策略的形成总是先去理解与传统市场不同的收益趋同因素及内生风险”。 从 

“多资产投资组合”， 到“另类投资”， 都成为了耶鲁捐赠基金过关斩将、 克敌制胜的杀手锏。 耶

鲁基金还创造性地投资于非传统资产类别， 并敢于将资金交给名不见经传的投资机构。斯文森

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推崇 “共同投资”，把一大部分资产同时投向客户推荐的基金或者管理

账户中， 并坚持认为这是高素质投资人应选的一种策略。 

2. 投资目标 

 风险调整后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回报 

3. 投资策略及风险管理 

 斯文森的 “组合投资模式” 基于马科维茨的理论， 即 “均值方差组合模型（Mean-variance）。 

其精髓是不要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以避免“巢倾而无完卵”。 斯文森的组合投资模式与

传统的组合投资有很大区别。 传统组合投资往往将基金资产保守地投资于美国股票 （尤其是

大型蓝筹股） 以及美国债券 （特别是美国国债）。但斯文森认为如此保守的投资组合的业绩

注定会表现平平， 甚至达不到市场均值利润。 斯文森决定采用新策略， 以期大幅度提高耶鲁

大学捐赠基金的收益。 他把捐赠基金主要投向于房地产、 期货、 私人股本和保值基金上， 逐

渐收紧对股票和债券的投资 。他坚信这种非传统的投资方式不仅风险小， 而且投资组合中的

各种资产 “互不相关”。 当市场出现波动时， 各种资产的波动效果也各不相同。 如果发生通

货膨胀， 国内股票可能下跌， 但不动产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投资将是通货膨胀的阻挡器，不仅

能平衡股票的损失， 而且能使总资产免遭重创。 
4. 分配策略 

 为了缓解捐赠基金保值和支出稳定性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 机构需要制定合理的收益分

配政策。乔治城大学首席投资官劳伦斯认为， 基金投资收益的使用政策是一个募捐组织财政制

度的核心。 这一政策可以帮助组织在选择对现有的投资活动提供大量支持还是选择保持捐赠基

金购买力方面做出判断。换言之， 在丰年产生的盈余或返回投资以增加本金，或用于冲抵其他

年份的亏损， 平抑收支， 既保障了支出水平相对稳定， 又实现了基金本金的增值。 耶鲁采

用的是 “大学方程式” (University Equation) 的方法去估算捐赠基金收益可支出的额度。 耶

鲁的方法并不复杂， 只是用过去 20 年与现年的捐赠基金收益支出的百分比去设置和调整捐赠

基金支出的比例。该方法的目的是把大量的现有资金注入营业预算（Operating Budge） 中以

保证稳定的现金流， 因为大学的经营活动经不起财政上较大的波动。 第二个目标是尽一切努

力使捐赠基金保值、 增值， 避免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耶鲁大学这种长线、 平缓的投资方

式逐渐增加了其捐赠基金的市场价值。 这种资金收益的分配政策让耶鲁大学在面对 2008 年金

融海啸到来时避免了 “釜底抽薪式” 的致命打击， 保证了耶鲁大学财政的正常运转， 使耶鲁

的投资模式明显有别于其他大学。 

 

三、资产配置 

1. 资产规模时序图 



 
 

2. 捐赠基金分配图（2016） 

 



 2016年6月30日，耶鲁大学捐赠总额达到254亿美元。约84％的资金使用受到捐赠者限制，

为指定目的提供长期资金。余下的资金（Unrestricted）无限制，耶鲁公司使用这笔款项进行投

资。 

3. 捐赠基金资产配置图表 

 

 
  

占比（%）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绝对回报 22.1 20.5 17.4 17.8 14.5 

国内股票 4 3.9 3.9 5.9 5.8 

固定收益证券 4.9 4.9 4.9 4.9 3.9 

国外股票 14.9 14.7 11.5 9.8 7.8 

杠杆收购 14.7 16.2 19.3 21.9 24.3 

自然资源 7.9 6.7 8.2 7.9 8.3 

房地产 13 14 17.6 20.2 21.7 

风险资产 16.2 16.3 13.7 10 11 

现金 2.3 2.8 3.5 1.6 2.7 

 

4. 各类别资产收益率及风险（2016） 

 

 

 

 

 

 

 

 

 

 

 



 
收益率（%） 风险（%） 

绝对回报 4.8 8.6 

国内股票 6 18 

固定收益证券 0.5 3 

国外股票 7.5 18 

杠杆收购 10 23.6 

自然资源 6.5 24.5 

房地产 5.5 15 

风险资产 16 37.8 

 

5. 基金业绩时序图 
 

 
 

6. 近五年基金收益支出表 
 

金额（百万）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基金收益支出 ¥1,152.80  ¥1,082.50  ¥1,041.50  ¥1,024.00  ¥994.20  

学校经营预算 ¥3,472.40  ¥3,297.70  ¥3,116.10  ¥2,968.60  ¥2,847.80  

占比 33.20% 32.80% 33.40% 34.50% 34.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