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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乌本：
爱找麻烦的激进投资者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与日俱增，不少投资者开始选择避开传统能源股。但乌本认

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可以通过能源转型，成为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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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冲基金Value Act Capital不如它的同

行们那么名声大噪，但自2000年成立以来，它一

直极为主动，成为影响企业变革的幕后大佬。人

们对它的评价是“爱指手画脚”。

站在这支基金背后的男人——杰弗里·乌本

（Jeffrey Ubben），并不反感这种评论。与大多

数激进投资者相比，他更有耐心、不怕麻烦，喜

欢接受挑战。这种性格，让他后来决定离开经营

了20年的Value Act，全力专注于ESG投资。

如 今 ， 5 8 岁 的 杰 弗 里 · 乌 本 ， 睁 着 “ 鹰

眼”，在ESG领域寻找着新的机会。

强势的闯入者
2003年，乌本瞄准了一个新的目标——信息

服务公司安客诚（Acxiom）。

他大量购买安客诚的股票，引起了安客诚

CEO查尔斯·摩根的注意，对方同意和他会面。

初次见面，乌本给人的印象是年轻、聪明、受过

良好教育。他告诉摩根，他和Value Act的合伙人

很喜欢安客诚，正在考虑进一步投资。谈话中，

乌本试图插手安客诚的野心暴露无遗。他敦促摩

根公开承诺继续提高安客诚的资本回报率，希望

自己能时不时给摩根打电话，以帮助安客诚提高

市场价值。

接下来的一年，Value Act确实购买了更多安

客诚的股票，成为其最大的外部股东之一。而乌

本也经常给摩根打电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

这一年多的各种动作，乌本知道，都是铺垫，重

头戏才刚要开始。

2004年年末，乌本拨出了一个让摩根一直害

怕的电话——要求加入安客诚董事会。他极尽游

说，列出诸多好处，如他精通财务结构可以增加

股东价值、Value Act的分析师可以辅助。在摩根

眼里，乌本这样的激进投资者饥肠辘辘，他们会

使用各种手段争夺公司的控制权，像狼群一样，

成为凶狠的掠夺者。这样一个破坏性的存在，他

只想避开。

对于摩根的各种搪塞，乌本很不高兴，他开

始继续进攻。2005年，乌本两次尝试直接收购安

客诚，第一次是每股23美元，第二次是25美元，

但都被拒绝了。

代理权之争成为乌本的下一步行动。2006年

4月，乌本直接向摩根摊牌，要在当年的年度股东

大会上提名自己以及其他两人为董事会成员候选

人。他认为安客诚是一个增长市场的领导者，如

果拥有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运行良好，股票价

格可能达到40美元，但创立后遗留下的众多问题

阻碍了它的成长。为达目的，乌本提出收购安客

诚700万股的要约，积极联系其他股东，甚至还建

立了一个名为“改变@Acxiom”的网站。

在这场长达三年多的布局中，乌本最终强势

闯入安客诚董事会，成为影响公司发展的重要声

音，而摩根则黯然退场。

自2000年创立对冲基金Value Act至今，类

似安客诚这样的操作，乌本早已驾轻就熟。他的

典型做法是：找到一家估值过低的公司进行观

察，购买该公司大量股份，要求进入董事会，推

在这场长达三年多的布局中，

乌本最终强势闯入安客诚董事会，

成为影响公司发展的重要声音，

而摩根则黯然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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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花旗、福克斯、罗尔斯·罗伊斯等巨头以及

其他众多公司的变革中，也确实留下了足迹，成

为对冲基金中的上层人物。

挖掘内在价值
乌本本身并不是爱挑起争端的人，但股东至

上的原则，让他不得不竭尽全力。他认为，自己

不是在找麻烦，不是为了快速达成交易，也不是

为了解决问题，甚至不是为了获得董事会席位，

一切都只是为了以良好的价格购买良好的业务，

然后等待令人信服的长期收益。

强势只是必须，他说：“如果火车出轨了，

你就得做点什么。”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乌

本在投资治理上的自信，都让他敢于付出。

这种自信，建立在他闯荡投资界三十多年的

丰富经验上。

1987年，西北大学MBA毕业后，乌本通过严

格的面试程序，进入全球最大的专业基金公司富

动目标公司战略和人员调整，提升股票价值后收

获利润。这种操作，乌本称为旋转螺丝。不过，

大多数时候，乌本都会与管理层友好协作，鲜少

采用代理权之争，尽量避免与目标公司的公开对

抗。因而，他也被称为一个良好的激进主义者。

面对体量庞大的公司，乌本也丝毫不怯场。

2013年，Value Act购买了微软20亿美元的股

票，第二年乌本就成功获得了一个董事会席位，

尽管他持有的股份还不到1%。有了话语权后，他

联系其他大股东，要求微软管理层改革。

也因此，乌本成为多个公司董事会成员，他身

上的标签众多，连他本人都惊讶于自己进入了那么

多个董事会。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Value Act

的60个核心投资项目中，有近一半进入了董事会。

这样强势为股东争取利益、提升自己的业绩，同时

又直接影响目标公司变革的杰弗里·乌本，有人将

其对标“华尔街之狼”卡尔·伊坎。

诚然，相比伊坎，乌本显得“嫩得多”，但

人物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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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投资集团，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投资生涯。他负

责运营一支深度价值基金。从这里开始，他购买

被低估公司的股份，这要求他能发现目标公司的

隐藏价值。

这支基金发展很快，一年半的时间，它的规

模就从4亿美元增长到50亿美元。乌本不得不购买

数百家公司的股份，才跟得上资金的流入，他的

投资决策只是基于20分钟的会议。这让乌本感觉

一切在失控：好的想法被稀释，他在走向平庸。

尽管如此，富达还是让他区别于大多数激进

投资者，拥有了不同寻常的长期视角。8年后，乌

本选择离开，他成为布拉姆资本的合伙人，开始

扩展新的技能。

在这里，他不必再疲于数百家公司的频繁交

易，而是可以集中精力与持有大量股份的几家公

司建立联系，学习有关董事会的一切。但最终，

布拉姆开始过于专注达成交易，不像乌本那样喜

欢与管理层寻求进一步联系。因而，2000年，他

与人合伙创立了对冲基金Value Act，寻求和投资

暂时被低估的高质量目标公司。

怎么选择目标呢？乌本并不是到处撒网，他

一般进入的都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企业，主要

集中在信息技术、医药等几个行业。他关注的大

部分公司，市值在10亿到80亿美元之间。

在他看来，太小的公司不太可能拥有全球

足迹和多样化的客户基础；而太大的公司拥有许

多不同的业务部门，这会让他们很难确定真正推

动利润增长的核心引擎。并且，大公司在环境责

任、雇主养老金计划、不同地区工作规则等方

面，会限制出售企业的能力。当你对所投资的公

司有真正的所有者心态时，就必须关注那些会增

加投资成本的风险和负债。

找准目标后，乌本会采用“旋转螺丝”这一

套价值创造策略，创造更大利润。作为巴菲特价

值原则的忠实拥趸，乌本有着足够的耐心，也愿

意承担短期风险。通常，他将投资组合限制在15

家左右，平均投资期限为5年，因而，他并不期望

在第一年、第二年赚钱，而是倾向于在第三年开

始收获。

Value Act创立的头两年，乌本面临过一次巨

大挑战。他对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进

行了大笔投资，随后，斯图尔特被判犯有内幕交

易罪入狱，股价暴跌，乌本被留任董事长，助力

公司脱困。这一段经历，对他而言就像“水刑”

般难受。

但此后，Value Act走势逐渐变好，成绩十分

可观，年平均回报率约15%，规模最高达160亿美

元，投资遍布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乌本也得

以获得“全球投资者”的称号。

但乌本的投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抱歉。

单从资本的角度看，乌本的赚钱能力的确令

人欢欣鼓舞。但他认为，自己通过最大化利润，

建立了不可持续的公司，即便财务回报还可以，

对环境和社会却是失败的。未来20年，真正具有

内在价值、能带来突破性收益的，必然是稀缺的

社会与自然资本。

他试图弥补自己造成的伤害。因而，2018

年，Value Act启动了一支初始规模为1亿美元的

春季基金，致力于促进其投资公司的环境和社会

目标。与此同时，乌本对电力生产商AES进行了

第一笔投资。

“我正在努力”，乌本似乎有些自找麻烦，

但他寻求的，实际上是更长期的股东价值——他

认为，ESG投资是对冲基金顺理成章的下一步。

押注清洁能源
为全力投入社会投资，2020年6月，乌本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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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调查。

氢能源碰了壁，微电网投资成了他另一个努

力方向。

施耐德电气和私募股权公司哈克资本合伙成

立了一家新公司，专门为商业及工业建筑开发和

运行微电网，乌本是主要投资者。

企业向可再生能源微电网转型的动机有很

多，它不仅减少了碳足迹，还提供了更大的弹

性。但中小企业往往缺乏建设微电网的资源和资

金。新成立的这家合资公司将瞄准这一市场，计

划在未来5年内开发至少价值10亿美元的可再生能

源项目。对于微电网，乌本将它描述为“皇冠上

的明珠”。

除了追求一些“新”公司，乌本也将目光投

向了传统能源。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与日俱增，不少

投资者开始选择避开传统能源股。但乌本认为，

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可以通过能源转型，成为环境

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通过资本推动变革，这

些传统公司也能成为未来的公司。因而，看到正

努力对环境友好的BP，乌本将其纳入了ESG投资

组合。

乌本的这一态度，以及他影响的众多企业

变革经历，让埃克森美孚“盯”上了他。最近几

年，埃克森美孚业绩下滑，因专注化石燃料备受

批评，2020年股价下跌了41%。有消息称乌本可

能加入埃克森美孚董事会，帮助其转型。

遑论真假，杰弗里·乌本在ESG投资领域

显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名声。多年来，他一直提

倡将高管薪酬与股票表现挂钩，如今，他设想了

一个新的未来：根据社会总影响力向老板支付报

酬。

这位精力十足的激进投资者，不知未来能否

为自己创造历史高薪。

Value Act，同时保留了对春季基金的管理权，

并创立了Inclusive Capital Partners，并与支持

ESG投资的大型全球资产管理公司AMG建立了长

期合作伙伴关系。

新基金甫一成立，乌本就迫不及待地在环境

保护上展开了积极行动，他押注清洁能源将得到

广泛采用。但一开局就不太顺利，尼古拉出事了。

尼古拉是一家电动汽车公司，2020年6月上

市，市值达263亿美元。刚上市3个月，尼古拉就

宣布与通用汽车达成20亿美元的合作。新能源、

高估值、用物理学家的名字为公司命名等，这一

系列特征无不让人想到特斯拉。看中尼古拉在氢

燃料上的野心，以及其对整个生态系统可能产生

的力量，在Value Act最后几年，乌本投资了尼古

拉，成为其最大股东和董事会成员。

但狂欢的夜幕还没完全拉下，一份做空报告

给尼古拉打上欺诈标签，股价呈现“自由落体”

式下跌，曾被冠上“下一个马斯克”名号的创始

人米尔顿辞职。一开始，乌本还大肆为尼古拉和

米尔顿辩护，但米尔顿辞职后，他不再谈论这

些。

面对负面新闻的风暴，乌本只是说，上市太

早了，而这，他揽为自己的过错。他的目标是建

立氢燃料电池生态系统，但培育一个新的产业是

困难的，经验丰富的乌本也忽略了对米尔顿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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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本认为，

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可以通过能源转型，

成为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