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nguard 集团创始人约翰·博格先生辞世
Vanguard 集团宣布创始人约翰·博格（JOHN C. BOGLE）先生于 16 日在宾夕法尼亚
州布林莫尔去世，享年 89 岁。
约翰·博格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投资界的传奇人物，与其个人取得的两项卓越成就
密不可分：第一，他推出了面向个人投资者的世界上首支指数公募基金，面对种种质疑，
坚持推广指数基金理念并最终获得广泛成功；第二，他一直把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成
功推动整个公募基金行业的成本削减。作为他一手创立的企业，Vanguard 集团始终坚
守约翰·博格先生倡导的投资理念，现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之一。
Vanguard 集团首席执行官 Tim Buckley 表示：“约翰·博格先生不仅对整个投资行业
有着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对无数个人投资者及其家人的卓越贡献，使他们得以
为自己和家人开创美好的未来。他是一位天资聪明、勤奋努力并富有远见的人，他的想
法改变了我们投资的方式。我们很荣幸可以延续他的传奇，公平对待每一位投资者。”
约翰·博格先生成长于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莫尔地区，于 1951 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后，便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约翰·博格先生关于公募基金的毕
业论文引起了普林斯顿校友沃尔特·L·摩根（Walter L. Morgan）的注意。1929 年，沃尔
特·L·摩根创立了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平衡基金惠林顿基金，并成为公募基金行业的院
长之一。摩根先生为其位于费城的投资管理公司惠林顿管理公司聘用了这位雄心勃勃的
22 岁年轻人。
约翰·博格先生在 1955 年成为总裁助理之前，曾在几个部门工作过，这是他在惠林顿
公司担任的一系列管理职务中的第一个职位：1962 年担任行政副总裁；1965 年担任执
行副总裁；1967 年担任总裁。上世纪 50 年代末，约翰·博格先生说服摩根先生成立一
支股权基金，作为惠林顿基金业务的补充，此后，他成为惠林顿公司成长为公募基金家
族的推动力。温莎基金成立于 1958 年，是一家以价值为导向的股权基金。
1967 年，约翰·博格先生领导了惠灵顿管理公司与波士顿投资公司（TDPL）的合并。
七年后，由于与 TDPL 负责人的管理纠纷，约翰·博格先生于 1974 年 9 月组建了
Vanguard 集团，负责惠灵顿基金的行政职能，而 TDPL/惠林顿管理公司将保留投资管
理和分销的职能。Vanguard 集团于 1975 年 5 月 1 日开始运营。
约翰·博格先生创造了一个词来描述他的冒险之举：“Vanguard 实验”。在这个实验
中，公募基金以成本价独立运作，拥有独立的董事、管理人员和员工，这与传统公募基
金的企业架构截然不同。在传统公募基金企业架构中，外部管理公司以盈利为基础管理
基金事务。

十年后，约翰·博格先生回忆到：“我们当时面临的挑战，是在重大企业冲突的废墟上，
建立一种全新的、更好的管理公募基金的方式。‘Vanguard 实验’旨在证明，公募基
金可以独立运作，并且可以以一种直接有利于股东的方式运作。”
1976 年，Vanguard 集团面向个人投资者推出首支指数公募基金——第一指数投资信
托。这只基金在当时被业内嘲笑为“非美国式”和“走向平庸之路”，首次承销仅募集
到 1100 万美元。如今，Vanguard 集团管理的 4.9 万亿美元资产中，70%以上为指数基
金；市场中其他主流基金公司目前也遵循此潮流，加大了 ETF 的产品池。由于开创了
面向个人投资者的指数化投资概念，博格先生常被称为“指数基金之父”。
1977 年，约翰·博格先生与 Vanguard 集团再次打破行业传统，Vanguard 集团停止通
过经纪人销售基金，而是将基金直接出售给投资者。Vanguard 集团取消了销售费用，
成为一家纯粹的无费用公募基金公司，这一举动为股东节省了数亿美元的销售佣金。这
也成为约翰·博格先生和其继任者的使命：如今 Vanguard 集团已成为业界将投资成本保
持在最低的基金公司。
作为个人投资者的拥护者，约翰·博格先生被广泛认为帮助提高了公募基金成本和业绩
向公众披露的水平。其对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承诺，常常促使他公开反对在其他公募基金
公司的同行中普遍存在的做法。1987 年，他在美国国家投资公司服务协会发表演讲时
坚称：“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行业。我们必须在信任和受托责任方面坚持更高的标准。我
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沟通方式、定价结构、产品及促销手段。”
约翰·博格先生常在业界专业人士和公众前发声。他喜欢自己撰写演讲稿，亲自回复
Vanguard 集团股东的来信，并为 Vanguard 集团的员工撰写过许多报告，有时这些报
告长达 25 页。根据 Vanguard 集团的航海主题，他称这些员工为“船员”。（约翰·博
格先生以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在 1798 年尼罗河战役中旗舰的名
字来命名公司；他认为“Vanguard（先锋）”这个名字与领导力和进步主题相互呼应。）
1996 年 1 月，约翰·博格先生将 Vanguard 集团的控制权交由其亲手挑选的继任者约
翰·布伦南（John J. Brennan）。约翰·布伦南于 1982 年加入 Vanguard 集团，担任约
翰·博格先生的助手。接下来的一个月，约翰·博格先生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几个月
后，他重返公司，就公募基金投资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进行写作和演讲。
1999 年 12 月，约翰·博格先生从 Vanguard 集团董事会卸任，创建了约翰·博格金融
市场资源中心，这是一家由 Vanguard 集团支持的企业。约翰·博格先生生前担任该中
心的主席，通过书籍、文章和公开演讲等方式分析影响金融市场、公募基金和投资者的
投资问题。约翰·博格先生撰写了 12 本书，在全球销量超过 110 万册。
行业成就

约翰·博格先生在投资行业很活跃。1969 年至 1970 年，约翰·博格先生担任投资公司
协会董事会主席；1972 年至 1974 年，他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现为美国金融业监
管局）投资公司委员会主席；1997 年，他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时任主席 Arthur Levitt
任命为独立标准委员会成员。
荣誉
2014 年，
《时代》杂志将约翰·博格先生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100 位人物”之一，
《机构投资者》杂志授予他终身成就奖；2010 年，《福布斯》杂志称他为“上世纪投资
者眼中比其他所有金融家都更为出色的人”；1999 年，《财富》杂志将他列为 “20 世
纪四大投资巨人”之一；2012 年 1 月，美国一些最受尊敬的金融领袖在博格遗产论坛
上对他生平事迹表示纪念。他的其它荣誉包括：
•

2016 年宾夕法尼亚州社会杰出成就奖

•

2016 年度安永企业家终身成就奖

•

2010 年 FUSE 研究网络终身影响力奖和投资者与投资管理顾问协会理查德·J·戴
维斯道德贡献奖

•

2007 年国家经济教育委员会远见卓识奖

•

2006 年企业卓越人才中心模范领袖奖

•

2003 年被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评为传奇领导人

•

1999 年被《Barron’s》列为投资名人堂成员

•

1999 年因其“在社会服务的杰出成就”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伍德罗·威尔逊奖

•

1999 年被固定收益分析师协会列为名人堂

•

1998 年被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授予专业杰出奖

•

1986 年获得免佣金公募基金协会首次杰出成就奖

社会事业
约翰·博格先生是费城及周边社区民生工作的热心支持者，他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约
翰·博格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我热爱费城，这是我成长的城市，我觉得她如此
美丽。我的根在这座城市，我在这里甚至找到了无法想象的财富。”
约翰·博格先生的社会事业分布到教育、领导和公共事务机构。他是美国国家宪法中心
第一任理事会出席和荣誉退休主席。他还是美国哲学协会、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公共
信托和私营企业会议委员会、美国大学优等生协会投资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他也是美国
印第安学院基金会、美国学院和布莱尔学院的信托人。
企业董事会成员
约翰·博格先生在企业界备受追捧。他曾担任 Instinet Corporation， Chris-Craft Industries，
Mead Corporation， The General Accident Group of Insurance Companies， Meritor
Financial Group, Inc., 以及 Bryn Mawr Hospital 的董事。此外，他还是美国印第安学院

基金和美国学院的受托人。

学术认可
学术界对于约翰·博格先生的成就表示认可。他分别在维拉诺瓦大学、三一学院、乔治
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特拉华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新学院大学、萨斯可汉纳大学、
东方大学、威德纳大学、奥尔布赖特学院、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德雷塞尔大学和依马
库雷塔大学获得了名誉博士学位。
作家和演说家
约翰·博格先生是世界闻名的畅销书作家：1993 年出版《致聪明的投资者——约翰·博
格对公募基金的新观点》
；1999 年出版《公募基金常识：智慧投资者的新要求》；2000
年出版《约翰·博格的投资 50 年》
；2002 年出版 《品格为先：先锋集团的创业发展历
程》；2005 年出版《资本主义的灵魂之战》
；2007 年出版《投资稳赚:向世界最大基金创
始人学稳赚不赔的常识》
；2008 年出版《博格长赢投资之道》
；2009 年出版《公募基金
常识：全面更新十周年版》
）
；2012 年出版《投资先锋：基金教父的资本市场沉思录》；
2017 年出版《向世界最大基金创始人学稳赚不赔的常识——十周年纪念版本》
；2018 年
出版《坚持到底：先锋和指数革命的故事》
。
同时，约翰·博格先生在商业和贸易类期刊上也发表了众多文章和评论。
个人生平
约翰·博格先生 1929 年 5 月 8 日出生于新泽西州蒙克莱尔。他曾经服务于布莱尔学院
和普林斯顿大学，并且在普林斯顿体育售票处担任管理工作。
约翰·博格先生是一位身材高大，喜欢体育的人，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他都穿着圆领运动
衫。约翰·博格先生酷爱壁球、网球和高尔夫，喜欢航海。他经常被对手形容为球场上
的劲敌，在工作中他也保持着这种积极竞争的态度。阅读是他的乐趣之一，
《纽约时报》
的填字游戏也是如此，他经常在不到 20 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完成。
1956 年，约翰·博格先生与夏娃·谢勒德结婚。他们有六个孩子。其中四个女儿分别是
芭芭拉·博格·伦宁格、让·博格、南希·博格·圣约翰和桑德拉·博格·马鲁奇；还
有两个儿子分别是约翰·C·博格和安德鲁·阿姆斯特朗·博格。博格有 12 位孙子和孙
女，还有 6 位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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