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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私募金牛会” 盛大举行

□本报记者 黄莹颖

4

月

20

日晚，首届“私募金牛会”在

深圳盛大举行，逾百位人士参加了此次

会议。 有参会的私募机构人士表示，此

次“私募金牛会”来的都是私募、券商、

上市公司、信托行业中的精英，经过彼

此间交流，获益良多。

“金牛”品牌是中国证券报创立已

十年的中国资本市场著名品牌，“金牛

会” 是由中国证券报发起并长期推动

的重点品牌建设项目， 目标是打造中

国资本市场最具特色的高端交流服务

平台。

“金牛会”以历届金牛奖获奖的公

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分析师、投行

及上市公司等机构和个人为主， 同时

邀请业界各路精英， 加之长期支持中

国证券报的政策、 行业及学界等各方

权威机构和人士参与， 其核心理念为

“共享、共创、共赢”。 这一平台以共享

资源经验、促进优势互补、推进创新探

索、服务资本市场为宗旨，希望通过促

进资本市场各要素的深化合作， 提升

创新服务能力，优化分工合作，创建国

内投资理财圈的优质服务品牌链，以

争取得到金融界、 实业界等各方的更

大资源支持， 努力实现各类优秀投资

研究服务机构与广大投资者的有效对

接和长期共赢。

而“私募金牛会”是“金牛会”的重

要构成，它致力于通过促进私募投资机

构与上市公司、银行、信托、保险及高净

值客户群的沟通协作， 打通优化研究、

产品、投资、渠道、传播及客户等各环

节，并加强跨界、跨境沟通，提升高端理

财业务的整体效率和服务水平。 同时，

通过“金牛标准”的推广，让最优秀的私

募机构和投资经理快速扩大市场影响，

争取到优质渠道及目标客户更多的关

注支持，使追求绝对收益的优秀投资机

构拓展发展空间，更好地服务资本市场

高净值客户群。

据主办方介绍，“私募金牛会”成

立后，将为会员开展多方面的交流、协

作及服务。 一是，春秋两季中国阳光私

募金牛奖颁奖典礼及高峰论坛， 该活

动年度内共举办两次盛会， 春季为中

国阳光私募金牛奖的评选以及颁奖典

礼，秋季为阳光私募业界高峰论坛，以

特色化、高端化、品牌化为主线，树立

行业标杆评价品牌， 推动行业标准评

价体系的建立。 二是，组织开展高净值

客户全国巡讲，对接中证报“金牛巡讲

系列”， 组织年度内获奖金牛基金公

司、基金经理在全国范围内对银行、券

商等的高净值客户进行巡讲， 推广金

牛品牌， 提升私募基金公司及基金经

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交流平台搭建上，一是以高端论

坛、小型沙龙、高尔夫球会等多种形式，

齐聚私募行业精英人士共同分享投资

理念，交流私募行业发展经验。同时，借

助金牛会的平台，为私募、券商、银行、

信托、保险及高净值客户等机构打通沟

通交流环节，促进业务合作。 二是利用

信息和资源优势，向专业投资者提供包

括政策前瞻、产经动向和公司研究等各

类高端资讯产品，提供政策跟踪、联络

公司调研、信息求证等专业服务，中证

研究中心核心团队也将与合作伙伴进

行定期交流。三是邀请海外同业专家与

行业精英分享行业动态及产品创新等

前沿信息，同时不定期组织业内人士赴

海外成熟市场开展交流，推动国内私募

业界创新以及大投资框架下的跨界交

流合作。

此外“金牛会”还会针对不同风险

偏好及投资风格的高净值客户，精选若

干家金牛私募基金公司旗下产品，进行

投资组合模拟，设计并跟踪优化组合设

计，根据市场需求与机构合作，推广投

资理财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金牛会”依托的是

中国证券报强有力的资源，在汇聚中国

证券报、中证网、金牛理财网等优势宣

传推广平台，以及与其他强势财经媒体

的合作，势必能打造出一个行业的标杆

品牌。

展博投资总经理陈锋：

今年我们相对乐观

□本报记者 曹乘瑜

2010

年到

2012

年，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跌近

30%

， 凭借着平均

52.10%

的产品累计收益和仅有

-

4.47%

的最大回撤，

2012

年展博投资

总经理陈锋再一次获得 “金牛阳光

私募投资经理”的奖项。

4

月

20

日，在

由中国证券报社主办的 “大资管时

代的私募创新路———第四届中国阳

光私募金牛奖颁奖典礼暨高端论

坛”上，相比大多数获奖嘉宾，对于

开局不利的蛇年股市， 陈锋更为乐

观。 他表示，目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已经不存在，相比之下，股票资产的

价格低估。 在投资者普遍畏惧的情

况下，展博的仓位中性偏高。 未来看

好消费电子、医药和一线地产股。

仓位偏高看好地产医药

一季度经济数据弱于预期，对于

经济复苏的担忧再起。根据多家基金

研究机构的数据，自

3

月份起，公募的

主动股票型基金将仓位从平均

85%

以上下调至

70%

至

80%

，而灵活的阳

光私募则把仓位降至五成左右。

但陈锋的态度相对乐观。 他认

为，自从

2012

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经

济已经不再面临大风险， 而到去年

四季度时，经济已经见底，并呈微弱

复苏的态势。 这意味着经济出现衰

退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 相对于弱

复苏的经济， 之前大幅下跌的股价

是被低估的。 “

2011

年至

2012

年的市

场风险确实偏高， 展博在投资上也

较为谨慎， 但是

2013

年则相对乐

观。 ”陈锋说，“目前我们的仓位中性

偏高。 ”

他表示， 今年的机会来源于经

济转型中行业之间、 行业内部的结

构性分化。 展博看好一线房地产、消

费电子和医药股。

陈锋认为， 预计未来整个房地

产行业处于温和上升期， 并且业绩

稳定健康， 有利于一线地产企业的

销售。 而在目前调控背景下，一线房

地产企业的业绩仍然非常确定，销

售收入排名前

20

名的房地产企业整

体市场占有率仍然在显著上升，因

此龙头房地产企业前景较好。

对于消费电子，陈锋表示，看好

三星、苹果产业链企业，这些企业的

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 未来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 不过，他提醒，消费

电子行业变化快， 需要及时跟踪调

研，建议普通投资者不要盲目参与。

陈锋同时看好医药行业， 他认

为医药行业的“贵”并不是个问题，

因为中国已经到了医药行业高速发

展阶段， 有的估值较高的医药企业

如果可以数年实现

30%

的利润增

长， 那么其

30

倍市盈率的估值并不

算高。 他认为，未来医药板块内部还

将分化， 有着新药研发能力的药企

将“更入法眼”。 “有的药企只靠一两

个老药肯定是不行的。 ”陈锋说。

季度GDP降至7%需减仓

陈锋的管理产品具有“低风险、

高收益”的特征，他体现出卓越的市

场时机选择能力。 对于市场的赞誉，

陈锋表示， 自己之所以能够准确择

时， 是因为对可能出现的不同情景

进行预测，以作应对。

虽然今年较为乐观， 但是陈锋

表示，从新一届政府来看，可能对经

济干预较少， 若未来温和复苏不能

持续， 则今年的市场有着潜在的系

统性风险。 他建议投资者关注

GDP

季度增速变化， 如果从现在的

7.5%

至

7.8%

的中枢下移到

7%

以下，就要

考虑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 “这时应

该降低仓位，提前持有医药、高端电

子等防御类股票。 ”陈锋说，“很多投

资者看到情况恶化也不愿意出局，

这样的投资者是不适合做股票投资

的。 ”

陈锋透露， 自己执着于投资这

门“游戏”，从上大学开始就逃课炒

股票， 后来加入到国信研究所学习

研究和投资， 再到现在进入私募行

业，每天都要和市场搏斗，但总结下

来是要获得最后的胜利需要耐心和

坚持。

获奖后，陈锋在论坛上表示，私

募行业要建立行业荣誉， 需要各方

珍惜和爱护，不搞短期排名，保持理

性、公正，做长期有价值的事情。

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

对冲是2013年主题词

结构性机会将延续至明年

□本报记者 李晓辉

4

月

20

日，在由中国证券报社主

办的 “大资管时代的私募创新

路———第四届中国阳光私募金牛奖

颁奖典礼暨高端论坛”上，重阳投资

董事长裘国根表示，

2013

年市场并

不会有系统性的风险和机会， 但是

随着经济转型， 结构性机会将长期

存在。

2013

年应当关注对冲策略：做

多在经济转型中胜出的公司， 做空

在经济转型中受损的公司。

IPO重启会考虑市场承受力

裘国根认为，大资管时代私募

行业的前景非常广阔。 中国经济现

在处于转型期，很多传统行业的收

益率都在下降。传统行业要升级换

代，大量的、以前在实业领域有强

烈扩大生产规模欲望的资本会投

向虚拟经济领域。

公开资料显示， 重阳投资资产

管理规模迅速扩张， 其管理的资产

规模从

2009

年的

30

亿元， 扩充至目

前的

100

亿元。 其发行信托产品

13

只， 是业内规模最大的阳光私募公

司之一。

对于市场颇为关注的

IPO

重启

带来的潜在影响， 裘国根认为，监

管层一直会征求市场意见，监管部

门会对

IPO

重启持谨慎态度， 会从

有利于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

出发，重启时应该不会对市场形成

很大冲击。

在当天的论坛发言上， 裘国根

介绍了重阳投资的分析研究框架，

主要是从四个维度进行分析。 裘国

根表示，利益越高，股市越不好；利

益越低，股市越好；风险偏好越高，

市场越好； 市场风险越低， 市场越

差，

A

股市场还是一个新型

+

转轨的

市场， 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仍是

政策市。

对冲是2013年主题词

股票策略对冲基金

2009

年至

2012

年四年期收益率排行榜出炉，

重阳投资多只产品大幅跑赢大盘。

正因为取得了行业中持续靠前的业

绩， 重阳投资对市场的看法颇受市

场关注。

裘国根表示，

2013

年系统性机

会或整体性机会不大，风险也不大，

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将不断

地涌现出能够抓住符合中国经济转

型方向的优势企业， 所以结构性机

会是持续性的，可能会延续到明年、

后年，甚至更长时间。

他从企业盈利预期状况以及市

场偏好角度对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

进行了分析。裘国根认为，从到现在

为止披露的季报和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OE

看， 基本

上是整体趋平的，前者是

1.5%

，后者

是

2.4%

， 在盈利方面的亮点是企业

盈利的分化。另外，当前系统性风险

并不存在， 虽然去年十八大的召开

和新政的落实使得整个市场的风险

偏好出现显著提升， 但

2013

年风险

偏好会相对平稳。

裘国根认为， 对冲是

2013

年的

主题词，对冲是非常好的机会，个股

存在较大分化的可能， 可以做多在

经济转型中胜出的公司， 做空在经

济转型中受损的公司。

私募金牛会

金牛品牌是中国证券报创立的中国资本市场著

名品牌，“金牛会” 是由中国证券报发起并长期推动的

重点品牌建设项目，其核心理念是“共享、共创、共赢”。

“金牛会”以历届金牛奖获奖的公募基金、私募基

金、证券分析师、投行及上市公司等机构和个人为主，

同时邀请业界各路精英，加之长期支持中国证券报的

政策、行业及学界等各方权威机构和人士参与，共同

构建的资本市场高端交流服务平台。这一平台以共享

资源经验、促进优势互补、推进创新探索、服务资本市

场为宗旨， 希望通过促进业界各要素的深化合作，提

升创新服务能力，优化分工合作，创建国内投资理财

圈的优质服务品牌链，以争取得到金融界、实业界等

各方的更大资源支持，努力实现各类优秀投资研究服

务机构与广大投资者的长期共赢。

“私募金牛会”是“金牛会”的重要构成，将致力

于通过促进私募投资机构商、上市公司、银行、信托、

保险及高净值客户群的沟通协作，打通优化研究、产

品、投资、渠道、传播及客户等各环节，并加强跨界跨

境沟通，提升高端理财业务的整体效率和服务水平。

同时，通过“金牛标准”的推广，让最优秀的私募机构

和投资经理争取到优质渠道及目标客户更多的关注

与支持， 使追求绝对收益的优秀投资机构拓展市场

生存发展空间，更好地服务资本市场高净值客户。

私募金牛会侧记：

高手切磋 汇聚正能量

□本报记者 黄莹颖

十年是一道坎， 阳光私募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

程，期间

A

股跌宕起伏，许许多多的名字喧嚣过，又沉

沦。 有混迹十数年的私募曾说，做证券这一行，最重

要的就是活下去。 这一点也是诸多老牌阳光私募的

心声。

对此，深圳展博投资的陈锋颇有感触，他回忆道，

“记得

2011

年末中国证券报在深圳搞了一场座谈会，

当时正好是熊市最惨烈的时候，座谈结束时，卫保川

的一番话让我很有感触，大意是说评价机构要和私募

基金一起珍惜和爱护这个行业，不搞短期排名，保持

理性、公正，做一些长期有价值的事情。 ”

在阳光私募领域，“金牛奖”到今年已举办了第四

届，时间并不长，但依然获得了阳光私募界的极力推

崇。 业内顶尖阳光私募老总从北京上海专程赶来

,

悉

数出席。 陈锋说，“一个行业要建立自己的荣誉，需要

有人从长期的角度去做些事情。现在我们每年各种阳

光私募基金的奖项要拿十几个，但其实基本上没有什

么真正的荣誉感， 但金牛奖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北

京，我都是自己来领。 ”

过去数年，“金牛奖”已成为中国基金业的“奥斯

卡”， 中证投资资讯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维表示，“金牛

品牌能够做到今天， 与我们不断坚持客观标准分不

开，比如我们绝大多数评委都是来自领先券商的外部

评委，而作为主办方，在这种机制下，最大限度地保证

了评选的公正公平公开。”事实上，这也是基金界推崇

金牛奖的重要原因。

今年，中国证券报发起了“金牛会”，核心理念是

“共享、共创、共赢”。 “金牛会”以历届金牛奖获奖的

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分析师、投行及上市公司

等机构和个人为主，而“私募金牛会”是“金牛会”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

4

月

20

日首届“私募金牛会”上，赵维

颇有感触地说，“如果最优秀的人能坐在一起，是值得

期待的事，相互之间会碰撞出相当大的正能量，而今

天来的私募、券商、上市公司、信托都是相关行业中的

精英。 ”

这也是金牛会的初衷，“共享·共创·共赢”其寓意

即为融合一些彼此的资源、共同合作、互相沟通学习、

实现共赢。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图为中国证券报首席经济分析师卫保川主持对话沙龙。 本报记者 罗杰 摄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