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是业内首批券商系资产管理公司， 注册资本8亿

元。 母公司国泰君安证券拥有证券业全牌照业务，各项业务均位居行业最前

列。

截至2012年底，公司管理的客户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元。 国泰君安证券

资产管理的创新业务已在业内树立优秀的品牌，尤其是套利对冲类创新产品

享有很高声誉。 2011年，公司发行国内首只对冲基金“君享量化”，一日售罄；

同年更创下一月连发5只对冲基金的发行纪录；2012年，发行国内首只高频统

计套利量化产品；公司在产品数量、量化模型的设计及应用，均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2000年开始开设资产管理业务。 2010年，为了适应

专业化的需要，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设兴业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作为

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专业分公司。

兴证资产管理投资团队核心成员平均证券从业经验超过7年， 经历中国

股票市场数次牛熊变化，具有丰富的市场阅历。投资团队长期稳定，合作时间

长，形成了成熟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思路—————即以价值投资为核心，对市场

大趋势把握和精选个股的能力亦为业界公认。 在投资业绩方面，着眼于长期

复合收益率，追求产品业绩的可持续稳健增长。

第一创业证券创金资产

第一创业证券自2010年初引进苏彦祝、付罗龙等知名投资人士后，大力发展

资产管理业务，2010年11月公开推出资产管理业务品牌“创金资产”，在行业

中开创先河，目前已建成风险从低到高的较为完整的产品线。

创金资产投研团队始终坚持以研究为本，秉承价值投资理念，牢固树立

“研究创造价值”。 在投资中，则强调精选个股，坚持长期投资、宏观思维和逆

向投资，有效控制风险。在过去的2012年，创金资产旗下12只产品均实现了正

收益。 旗下所有产品投资风格稳健，业绩排名前列，显著跑赢业绩比较基准。

中投证券资产管理部

中国中投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从2007年起步，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的业

务宗旨，为客户提供定向资产管理、集合资产管理、市值管理、投资顾问等多

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资产管理服务。

经过几年来的发展，中投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已经逐渐形成了有一定影响

力的品牌、完善的产品线、成熟的投研体系以及专业的服务团队，并进入了快

速发展的新时期。 具体就资管产品而言，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推出了中投汇盈

核心优选、中投汇盈债券优选、中投汇盈产业优选、中投汇盈基金优选、金中

投转型升级、金中投量化套利一号等系列产品。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9日，是国内上市券商旗下

首家资产管理公司。 业务范围涉及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和

专项资产管理业务。 截至2012年底，光大阳光资产管理团队管理的受托资产

为916.4亿元，在券商资管行业位居第四名。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公司2012年在权益类和债券类投资领域均取得了喜

人的成绩，权益类大集合产品表现稳健，净值稳步上升，整体进入券商同类产

品前20%；债券型产品在券商同类产品前三名中占据两席，其中“光大阳光5

号”成为2012年券商债券产品冠军，“光大阳光稳健添利”为券商第三名，为客

户带来了可观的投资收益。

华泰证券资产管理总部

华泰证券是中国证监会首批批准的综合类券商，是全国最早获得创新试点资格的券

商之一，已基本形成集证券、基金、期货、直接投资和海外业务等为一体的、国际化的

证券控股集团架构。

华泰证券资产管理总部是华泰证券设立的负责对客户委托的资产进行投资管

理、实现客户资产保值和增值的专门业务部门。2012年产品投资业绩在业内处于较

高水平， 其中华泰紫金现金管家在券商同类产品中投资业绩排名第一；QDII产品

华泰紫金龙大中华投资业绩业内排名第一； 华泰紫金天天发是保证金管理创新型

产品，发行规模第一、业绩第一、且年底保有规模在所有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中规模

最大。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部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成立于1998年，15年来一直秉承“高度安全、稳健增值”的资

产管理理念为广大的投资者服务。 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为各类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提

供证券投资、现金管理等增值服务。

目前，中信证券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具有企业年金、全国社保基金、全国社

保基金转持股份投资管理资格的机构。

截至2012年底，中信证券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额为2503.85亿元，比2011年规

模增长了304%，规模占比继续保持市场同业第一。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上海申银证券公司和原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于

1996年9月16日合并设立， 是国内最早的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 创业二十余年至

今，申银万国已经发展成为一家拥有3500多名员工，资本金67.1576亿元的大型综

合类证券公司。

截至2013年3月31日，申银万国客户资产管理总部管理总资产1195亿元，其中

集合资产管理业务65亿元，定向资产管理业务1130亿元。 投资团队的核心人员均

具有10-16年的证券行业从业经验，积累了丰富的市场投资经验，历年来保持着良

好的投资业绩。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部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团队自2008年组建以来，长期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全面、专业的

资产管理服务。 至2013年3月末，安信证券受托管理的客户资产规模（市值）779.63

亿元，业内排名第七。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团队以获取“绝对收益”为投资目标，秉承自下而上为主，自

上而下为辅的投资策略，研究手段上“基本面研究”与“技术分析”并重，形成了“积

极研究，稳健投资”的投资研究氛围。 2012年，安信理财1号在券商一级债券型集合

理财产品中稳居第一，所有集合理财产品全部取得正收益，其中5只产品业绩位列

同类产品前15%。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红资产管理成立于2010年7月，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内首

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券商系资产管理公司。 2005年首批开展券商集合理财业

务， 同年6月推出了首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东方红1号，2010年首家获准设立券商

系资产管理公司。

已拥有15年投资管理经验的东方红资产管理团队，被业内誉为“金牌资产管理

团队”。截至2012年12月31日，资产管理总规模205.69亿元，其中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受

托资金规模为110.8亿元。 已经建立丰富的产品线，拥有“东方红”、“东方红-增利”、

“东方红-新睿”、“东方红-量化”等产品系列，正在运作的集合管理计划共计33只，居

行业前列。

中信建投证券资产管理部（进步奖）

中信建投证券资产管理部是中信建投证券接受投资人资产委托，为投资人提供全

面资产管理服务的专设部门。 目前资产管理部业务涵盖集合资产管理、定向资产

管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投资顾问等专业化资产管理服务。

中信建投证券资产管理部恪守诚信为本、投资者利益至上的原则开展资产管

理服务。 截至2012年末，管理资产规模达到578亿元，位居同行业第六名。 其中，管

理10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规模超过30亿元；管理定向资产管理计划60余只，规模

548亿元。 此外，中信建投证券资产管理部还和各大银行和信托公司合作投资顾问

业务，管理投资顾问产品规模近350亿元。

宏源证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进步奖）

宏源证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是宏源证券资产管理业务集中运作的平台， 主要业

务包括集合资产管理、定向资产管理、专项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等）以及投资咨询

顾问。

2012年， 宏源资管第一家构建并实践了通过银证合作投资银承票据的业务模

式， 在业务实践中不断扩大投资范围和合作机构， 从而实现了资管业务的快速发

展。

目前，宏源资管业务具有全面的产品线。 截至2012年底，宏源证券资产管理

业务受托管理资金规模1655亿元，实现净收入9548万元，取得了规模全行业第三

名、净收入全行业第七名的优异业绩。

2012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人龙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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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是业内首批券商系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

8

亿

元。 母公司国泰君安证券拥有证券业全牌照业务，各项业务均位居行业最前列。

截至

2012

年底，公司管理的客户资产规模超过

2000

亿元。 国泰君安证券

资产管理的创新业务已在业内树立优秀的品牌， 尤其是套利对冲类创新产

品享有很高声誉。

2011

年，公司发行国内首只对冲基金“君享量化”，一日售

罄；同年更创下一月连发

5

只对冲基金的发行纪录；

2012

年，发行国内首只高

频统计套利量化产品；公司在产品数量、量化模型的设计及应用，均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

2000

年开始开设资产管理业务。

2010

年，为

了适应专业化的需要，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设兴业证券资产管理分公

司，作为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专业分公司。

兴证资产管理投资团队核心成员平均证券从业经验超过

7

年， 经历中

国股票市场数次牛熊变化，具有丰富的市场阅历。 投资团队长期稳定，合作

时间长， 形成了成熟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思路———即以价值投资为核心，对

市场大趋势把握和精选个股的能力亦为业界公认。 在投资业绩方面，着眼

于长期复合收益率，追求产品业绩的可持续稳健增长。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自

2010

年初引进苏彦祝、付罗龙等知名投资人士后，大力

发展资产管理业务，

2010

年

11

月公开推出资产管理业务品牌“创金资产”，在

行业中开创先河，目前已建成风险从低到高的较为完整的产品线。

创金资产投研团队始终坚持以研究为本，秉承价值投资理念，牢固树

立“研究创造价值”。 在投资中，则强调精选个股，坚持长期投资、宏观思维

和逆向投资，有效控制风险。 在过去的

2012

年，创金资产旗下

12

只产品均实

现了正收益。 旗下所有产品投资风格稳健，业绩排名前列，显著跑赢业绩比

较基准。

第一创业证券创金资产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9

日，是国内上市券商旗

下首家资产管理公司。 业务范围涉及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和

专项资产管理业务。 截至

2012

年底，光大阳光资产管理团队管理的受托资产为

916.4

亿元，在券商资管行业位居第四名。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公司

2012

年在权益类和债券类投资领域均取得了喜

人的成绩，权益类大集合产品表现稳健，净值稳步上升，整体进入券商同类

产品前

20%

；债券型产品在券商同类产品前三名中占据两席，其中“光大阳

光

5

号”成为

2012

年券商债券产品冠军，“光大阳光稳健添利”为券商第三名，

为客户带来了可观的投资收益。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中投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从

2007

年起步， 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核

心的业务宗旨，为客户提供定向资产管理、集合资产管理、市值管理、投资顾

问等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资产管理服务。

经过几年来的发展， 中投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已经逐渐形成了有一定影

响力的品牌、完善的产品线、成熟的投研体系以及专业的服务团队，并进入

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具体就资管产品而言，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推出了中投

汇盈核心优选、中投汇盈债券优选、中投汇盈产业优选、中投汇盈基金优选、

金中投转型升级、金中投量化套利一号等系列产品。

中投证券资产管理部

华泰证券资产管理总部

华泰证券是中国证监会首批批准的综合类券商， 是全国最早获得创新试

点资格的券商之一，已基本形成集证券、基金、期货、直接投资和海外业务等为

一体的、国际化的证券控股集团架构。

华泰证券资产管理总部是华泰证券设立的负责对客户委托的资产进行

投资管理、实现客户资产保值和增值的专门业务部门。

2012

年产品投资业绩

在业内处于较高水平， 其中华泰紫金现金管家在券商同类产品中投资业绩

排名第一；

QDII

产品华泰紫金龙大中华投资业绩业内排名第一；华泰紫金天

天发是保证金管理创新型产品，发行规模第一、业绩第一、且年底保有规模

在所有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中规模最大。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部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成立于

1998

年，

15

年来一直秉承 “高度安全、稳

健增值”的资产管理理念为广大的投资者服务。 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为各类机

构和个人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现金管理等增值服务。

目前，中信证券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具有企业年金、全国社保基金、全

国社保基金转持股份投资管理资格的机构。

截至

2012

年底，中信证券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额为

2503.85

亿元，比

2011

年规模增长了

304%

，规模占比继续保持市场同业第一。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上海申银证券公司和原上海万国证券

公司于

1996

年

9

月

16

日合并设立，是国内最早的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 创业

二十余年至今， 申银万国已经发展成为一家拥有

3500

多名员工， 资本金

67.1576

亿元的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申银万国客户资产管理总部管理总资产

1195

亿

元，其中集合资产管理业务

65

亿元，定向资产管理业务

1130

亿元。 投资团队

的核心人员均具有

10-16

年的证券行业从业经验，积累了丰富的市场投资经

验，历年来保持着良好的投资业绩。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部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团队自

2008

年组建以来，长期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全

面、专业的资产管理服务。 至

2013

年

3

月末，安信证券受托管理的客户资产规

模（市值）

779.63

亿元，业内排名第七。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团队以获取“绝对收益”为投资目标，秉承自下而上为

主，自上而下为辅的投资策略，研究手段上“基本面研究”与“技术分析”并重，

形成了“积极研究，稳健投资”的投资研究氛围。

2012

年，安信理财

1

号在券商

一级债券型集合理财产品中稳居第一， 所有集合理财产品全部取得正收益，

其中

5

只产品业绩位列同类产品前

15%

。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红资产管理成立于

2010

年

7

月，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

是国内首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券商系资产管理公司。

2005

年首批开

展券商集合理财业务，同年

6

月推出了首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东方红

1

号，

2010

年首家获准设立券商系资产管理公司。

已拥有

15

年投资管理经验的东方红资产管理团队，被业内誉为“金牌资

产管理团队”。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管理总规模

205.69

亿元，其中集合

资产管理业务受托资金规模为

110.8

亿元。 已经建立丰富的产品线，拥有“东

方红”、“东方红

-

增利”、“东方红

-

新睿”、“东方红

-

量化”等产品系列，正在运

作的集合管理计划共计

33

只，居行业前列。

中信建投证券资产管理部（进步奖）

中信建投证券资产管理部是中信建投证券接受投资人资产委托，为

投资人提供全面资产管理服务的专设部门。 目前资产管理部业务涵盖集

合资产管理、定向资产管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投资顾问等专业化资产

管理服务。

中信建投证券资产管理部恪守诚信为本、 投资者利益至上的原则开展

资产管理服务。 截至

2012

年末，管理资产规模达到

578

亿元，位居同行业第六

名。 其中，管理

10

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规模超过

30

亿元；管理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60

余只，规模

548

亿元。 此外，中信建投证券资产管理部还和各大银行和

信托公司合作投资顾问业务，管理投资顾问产品规模近

350

亿元。

宏源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进步奖）

宏源证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是宏源证券资产管理业务集中运作的平

台，主要业务包括集合资产管理、定向资产管理、专项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

等）以及投资咨询顾问。

2012

年， 宏源资管第一家构建并实践了通过银证合作投资银承票据的

业务模式，在业务实践中不断扩大投资范围和合作机构，从而实现了资管业

务的快速发展。

目前，宏源资管业务具有全面的产品线。 截至

2012

年底，宏源证券资产

管理业务受托管理资金规模

1655

亿元，实现净收入

9548

万元，取得了规模

全行业第三名、净收入全行业第七名的优异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