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成立时间 2004年7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1217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1225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34只

中 银 基 金 公 司

成立于2004年，是由

中国银行和贝莱德

两大全球著名领先金融品牌强强联合组建

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公司依托中外

股东的全球经验和资源优势， 引入外方股

东在全球资产管理市场的成功经验、 技术

和智慧， 组建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

中西合璧的专业化团队。 截至2013年12月

31日， 中银基金管理公募基金资产净值规

模1217.09亿元，市场占比4.05%，在全市场

78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6位， 管理份额规

模1225 .31亿份。

中银基金整体投资管理能力突出。 2013

年，在《银河证券股票投资管理能力评价体系》

中，中银基金公司整体股票投资管理能力在70

家公司中排名第23位，2012年在64家公司中排

名第6位，2011年在60家公司中排第29位。 近5

年来，业绩显著提升。 旗下中银中国混合(LOF)

和中银收益混合以稳定突出的长期业绩分获五

年期和三年期混合金牛基金奖。

中银基金公司在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领

域优势显著。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管理

债券资产236亿元，在73家公司中排名第4位；

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含短期理财债券基金）

778亿元，在66家公司中排名第2位。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债券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1094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1291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41只

被动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成立时间 1999年3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1658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1411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51只

被动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成立时间 2001年4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1454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1650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55只

易 方 达

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成立

于2001年4月17日， 以严格的管理、规

范的运作和良好的投资业绩， 赢得市

场认可。 在2013年大幅震荡的市场行

情中， 易方达公司的指数基金有效资

产规模仍实现了小幅增长， 与同业相

比表现突出。 其中，易方达上证50、易

方达深证100ETF的资产规模都维持

在100亿元以上，属于规模较大的指数

型基金。

从投资管理的角度来看， 易方达

基金公司旗下指数基金的跟踪误差和

信息比率均优于同业， 显示出了该公

司出色的被动投资管理水平。

（招商证券基金研究部）

债券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成立时间 1998年3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1520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1592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46只

南方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8年

3月6日， 是国内首批规范的基金管理

公司之一。

南方基金自设立以来同中国基金

业共成长，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内地

市场中产品种类最丰富、业务领域最全

面、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经营业绩优秀

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也是中国基金业

的领导者之一。 截至2013年底，南方基

金管理的各类资产， 包括公募基金、专

户、年金、社保等在内的资产规模高达

2263亿元，位居行业前列。 截至2013年

年末，南方基金旗下各类型基金全面均

衡发展，整体业绩处于同业前列。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金牛进取奖

成立时间 2003年3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128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115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15只

摩根士丹

利华鑫基金成

立于2003年3

月14日，借助国际化优势、立足国内市

场，塑造“和谐、规范、透明、进取” 的企

业文化，以优秀的投资业绩为投资者提

供专业服务。

2013年，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优

异的管理业绩和进取的企业文化获得

投资者认同，在低迷、分化的市场环境

中取得了较好发展。2013年A股市场结

构出现剧烈分化， 主板市场持续低迷，

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不断创出

新高。 公司坚持积极进取的成长股风

格，旗下成立满一年的基金全部获得了

正收益。

（招商证券基金研究部）

工银瑞信

基 金 成 立 于

2005年，公司

设立以来发展较为迅速， 产品线逐步

完善，资产规模快速提升。

2013年债券市场深度调整，但工

银瑞信基金立足风控， 固定收益产品

表现不俗。

公司持续稳健的业绩主要基于

领先的风险管理理念和稳健的经营

风格， 引入国际先进的风险管理理

念、系统和技术，建立了包括四道风

险防线，涵盖投资风险、运作风险和

法律合规风险在内的严密风险管理

体系， 对各类风险实行全面有效的

管理。

（天相投顾证券研究二部）

嘉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为合资基金公

司，设立于1999年3月25日，共管理公

募资产1658.13亿元。

截至2013年年末，嘉实旗下共

有 13只指数基金 （包含联接基

金）。 其中，设立于2013年上半年

的嘉实国债ETF是国内首批国债

ETF基金，ETF基金的不断推陈出

新，展现了嘉实基金前瞻性的创新

能力。

2013年，嘉实旗下指数基金整体

业绩及规模增长排名均位于同类可比

56家基金公司第2位， 体现了管理团

队优异的被动投资管理能力。

（天相投顾证券研究二部）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成立时间 2004年5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822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825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29只

上投摩根基金成立

于2004年5月，管理基金

规模为822.12亿元。上投

摩根基金公司整体业绩良好， 截至2013年年末，

公司公募股混基金的规模加权业绩近一年、 近两

年、近三年的排名均处在前1/3，获得了海通股票

管理能力五星级评级。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除了产品布局全面之

外，其股票资产的整体管理业绩也较为突出，尤

其是2012年以来随着核心投研人员的引入和公

司投研资源的整合， 公司旗下基金业绩提升显

著。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良好业绩主要的来源是

对基本面研究的尊重， 和公司强大的自下而上

选股能力。 整个公司层面从2012年就确定了偏

成长方向的投资风格，超配成长性行业。 同时，

传统行业， 转型和业绩出现拐点的公司也积极

参与。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的另一优势是公司层面对

个股风险的控制， 由于坚实的基本面研究和严格

的风险控制流程， 公司旗下基金几乎未出现重大

的踩雷事件，这也保证了业绩的稳健性。根据最新

的海通评级，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旗下上投双息平

衡、上投双核平衡、上投行业轮动和上投内需动力

4只基金获得了五星级评级， 上投成长先锋获得

四星级评级。固定收益投资注重收益稳定性，旗下

货币基金成立较早且业绩稳定。

（海通证券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成立时间 1998年4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2447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2139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44只

华夏基金公司

成立于1998年，是最

早的老十家基金公

司之一。 截至2013年12月31日，管理公募基

金资产净值规模2447.15亿元，在全市场78家

基金公司中排名第一，管理份额规模2139.27

亿份。成立以来稳步发展，获得了基金行业全

部业务牌照。

华夏基金秉承“研究创造价值” 的投资理

念，制定了严格的投资管理流程和制度，目的是

通过专业、严谨的投资，获取稳定、可靠的收益。

华夏基金投研团队吸收了大批海内外专业人

士，具有高水准的职业操守、丰富的投资经验和

突出的研究能力。 各基金经理在分享团队智慧

的同时，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团队整体富

有经验且充满锐气， 在投资管理方面具有独立

性和前瞻性。华夏基金整体投资管理能力突出，

业绩稳定性和持续性较强。

公司旗下华夏策略混合、 华夏大盘精选混

合、华夏回报混合、华夏经典混合、华夏中小板

ETF和华夏现金增利货币等6只基金产品获得

本届金牛奖。 既有2013年年度的奖项，也有三

年期和五年期的奖项， 既有主动投资的偏股基

金，也有被动投资的指数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时间跨度大、获奖面广，充分表明了华夏基金持

续稳健的风格和首屈一指的综合实力。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成立时间 2008年3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362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338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21只

农银汇理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3月18日，由

中国农业银行、 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及中国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农银汇理公司权益投资业绩较好。 旗下

主动权益类产品主要以曹剑飞管理的农银行

业成长、 付娟管理的农银消费主题以及魏伟

管理的农银行业轮动为代表， 整体配置风格

偏成长，淡化择时，会根据经济、行业基本面

等情况进行组合结构调整， 注重自上而下的

行业轮动， 投资操作偏向右侧， 个股选择方

面， 偏好对比国内外产业链的发展情况寻求

国内投资标的，喜欢存在“大逻辑” 的股票。

公司整体较强的个股挖掘和对于市场热点把

握的能力以及偏成长的配置风格， 令旗下权

益类基金在近年来成长风格的市场中表现出

色，长期来看亦获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

根据海通证券最新一期基金公司评级数据

显示，农银汇理的股票投资能力获五星级评级，

能力较强。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权益类

基金过去一年、 两年和三年加权平均业绩分别

为 33.06% 、44.01%和 12.98% ， 位居同业第

5/70、1/64、1/60。 而农银汇理基金旗下固定收

益类基金过去一年、 两年和三年投资业绩分别

为0.84%、7.94%和1.56%。

（海通证券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成立时间 2002年6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214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173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19只

银河基金成立于

2002年6月， 是经中国

证监会按照市场化机制

批准成立的第一家基金公司。 主要股东包括中国

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公

司、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上海市城市投资开发总

公司、湖南省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资产

管理业务较为齐全，并建立了权益投资、固定收

益投资和另类投资等多策略的投资模式，整体管

理业绩良好。

权益类投资以深入研究为本、 自下而上为

主、尊重个性发挥、追求长期回报。 旗下权益类

产品风格比较多样，既有偏成长风格的银河行

业优选、银河主题策略，亦有偏平衡的银河消

费驱动、银河蓝筹精选。 各类风格基金中长期

均获得了良好的收益，显示出公司具备突出的

自下而上选股能力。 偏股型基金普遍超配成长

型行业，如信息技术和电子等行业。 这些基金

的行业集中度和持股集中度较高，但是换手率

比较分化：一部分基金诸如银河竞争优势换手

率较高，另一类基金诸如银河消费驱动则倾向

淡化择时。 公司固定收益投资注重收益稳定

性，追求风险调整后收益最大化。 银河基金旗

下的债券型基金业绩较为稳定，位于同类基金

中游水平。 其中，银河通利分级基金业绩较好，

2013年累计收益位于同类基金前20%。

（海通证券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成立时间 2002年6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327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310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21只

泰达宏利基金

公司成立于2002年，

是中国首批合资基

金管理公司之一。 公司在吸取外方股东全球投

资智慧以及深刻认知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础上，

建立并拥有了一整套科学严谨的投资管理流

程、先进的研究方法，并且在十年多的实践中积

累了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 取得了良好的长期

投资业绩。

泰达宏利是市场上为数不多风格鲜明的

专注股票投资的基金公司， 主动选股基金占

多半。管理资产规模上，管理主动选股的基金

资产184亿元，占全部资产的56%。2013年，在

《银河证券股票投资管理能力评价体系》中，

泰达宏利整体股票投资管理能力在70家公司

中排名第12位，2012年在64家公司中排名第

13位，2011年在60家公司中排第41位，2010

年在60家公司中排第9位，2009年在59家公

司中排第25位。 除了2011年， 其他年份在不

同市场环境中均有较好的表现， 特别是在

2013年、2012年和2010年的震荡行情中，充

分把握结构性机会， 公司整体业绩排名均处

于行业前1/4，独到的股票投资管理能力在市

场中获得持续验证。 旗下泰达宏利红利先锋

股票基金和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基金分获

三年期股票和混合基金金牛奖。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8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488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469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31只

交银施罗德基金

管理公司（以下简称

“交银施罗德” ）成立

于2005年8月， 是中国第一批银行背景基金公

司之一， 也是众多中外合资基金公司中的佼佼

者，公司致力于在适当的时机推出合适产品，不

断完善产品线，满足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投

资需要的投资人。

交银施罗德基金历史基金管理绩效出色，

2013年公司延续其投资管理优势，各类型基金

综合发展，屡有上佳表现：QDII基金中，交银环

球精选和交银全球自然资源净值涨幅分别达

20.01%、19.07%；股票型基金中，交银先进制造

和交银成长股票分别实现33.76%、23.32%的良

好回报；保本型基金中，交银荣安保本净值上涨

6.78%。

交银施罗德基金整体风格偏向成长性，权

益类基金整体资产配置的主线以大消费主题、

医药生物、信息技术等行业为主，在个股选择上

精选各个行业的龙头股票， 各基金产品整体表

现出较强的一致性，这正是旗下基金在2013年

表现较好的重要原因。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在

上海证券基金公司评级中， 其三年超额收益能

力荣获四星级， 在纳入统计的60家基金公司中

排名前列，表现出较强的长期稳健收益能力。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金牛进取奖

成立时间 2004年4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65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77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12只

华富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华富基

金” ）设立于2004年4月19日。 2013年

公司进一步拓宽旗下基金产品深度，在

产品细分类型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

近年来， 基金旗下产品管理绩效

不断攀升：2012年， 华富基金管理的

10只基金 （完整自然年度， 以下同）

中，7只实现正收益，一举扭转2011年

几近全面亏损局面；2013年，10只运

作基金仅1只被动产品出现亏损，其他

产品全部实现正收益，10只产品简单

平均投资回报高达11.62%。 华富基金

已逐渐成长为中国基金公司中的一支

新锐力量。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成立时间 1999年3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1658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1411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51只

嘉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为合资基金公

司， 设立于1999年3

月25日,目前拥有公募基金、社保基金管理人、

企业年金管理人、专户理财、QDII等业务资格，

旗下产品覆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货币型、

QDII和指数型6种类型。截至2013年年末，公司

旗下共管理基金产品51只, 共管理公募资产

1658.13亿元， 在70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3位

（不含联接基金）。

自2006年以来， 嘉实基金连续8年位列

基金公司规模前三甲，且长期来看管理公募

资产规模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三家股东自

2005年以来均未发生变化，且高管层面亦很

稳定，总经理赵学军为公募基金行业连续任

职时间最长的总经理。 自嘉实基金成立以

来，仅累计发生高管变动10次，而同期基金

行业高管累计变更次数则高达529次。 2013

年在股市持续震荡调整、市场分化、结构性

行情突出的背景下，嘉实基金旗下参评各类

型基金均表现出色。

“远见者稳进” 是嘉实核心管理思想的浓

缩，凭借规范、稳健、务实的管理风格、科学理

性的投资运作以及投资者利益至上的经营理

念， 嘉实为广大投资者创造了丰厚的投资回

报，并跻身于国内优秀的基金管理公司行列。

（天相投顾证券研究二部）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12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283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224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16只

华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为内资基金公

司，设立于2005年12

月20日,在最新一期天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综

合评级中被评为5A级公司。

截至2013年年末， 华商基金无论在积极

偏股型业绩方面， 还是固定收益类基金整体

业绩方面均处于同业前列。 2013年在股市宽

幅震荡、 债市先扬后抑的背景下， 华商旗下

管理的开放式积极偏股型基金净值上涨

34.75%，在同期70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4位。

其中， 设立于2012年的华商主题精选取得

63.42%业绩回报， 在同期可比的524只开放

积极偏股型基金中排在第6位， 而华商领先

企业、华商价值精选、华商盛世成长、华商策

略精选等净值涨幅均在20%以上， 排名均在

可比基金的前五分之一。 债券基金方面，其

管理的 3只开放式债券型基金净值上涨

4.52%，在同期66家（不含理财债基）基金公

司中排名第4位。

华商基金以“诚为本，智慧创造财富”为公

司发展理念，以“优化资源配置，助力企业成长，

为投资者创造财富”为使命，坚持奉行“诚信、专

业、合作、进取、责任”的核心价值观，致力于成为

值得信赖、受人尊敬的资产管理公司，努力把华

商基金打造成为广大投资者信赖的基金品牌。

（天相投顾证券研究二部）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成立时间 2003年6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614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560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29只

景顺长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6月12日，是经

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国内首家中美合资的基

金管理公司， 由景顺集团下属景顺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滦（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发起设立， 其中景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长

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各持有49%的公司股份。

景顺长城充分利用中外股东的资源优势，

引进、吸收、消化景顺集团的成熟技术和经验，

并结合国内市场的特色和实际需要， 形成了极

具特色的“四大支柱体系” ，即管理体系、投资

体系、 营销体系和技术平台体系， 以卓越的绩

效、专业的团队、严谨的管理和优质的资源，为

投资者创造长期而稳定的收益。 公司投资团队

由来自海内外的资深投资研究人员组成， 平均

证券从业经验9年以上，全球视野和本土智慧强

强联合，国际理念与国内经验携手并进，力求在

较低风险水平下取得优秀的基金表现。

2013年A股市场震荡分化， 沪深300指数

全年累计下跌了7.7%，期间主动管理的偏股型

基金开放式基金取得了16.3%的平均收益，而

景顺长城旗下的偏股型基金的平均业绩则高达

29.1%，远超同期沪深300指数收益率和同类基

金平均收益。

（招商证券基金研究部）

嘉实基金

被动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成立时间

1999年3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1658.13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1411.90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51只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合资基金公司，设立于1999年03月25日，共管

理公募资产1658.13亿元。

截至2013年年末，嘉实旗下共有13只指数基金（包含联接基金），类型

覆盖ETF、LOF、债券型。 其中，设立于2013年上半年的嘉实国债ETF是国内

首批国债ETF基金，ETF基金的不断推陈出新， 展现了嘉实基金前瞻性的创

新能力。 2013年，嘉实旗下指数基金整体业绩及规模增长排名均位于同类可

比56家基金公司第2位，体现了管理团队优异的被动投资管理能力。（天相投

顾证券研究二部）

工银瑞信基金

债券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1094.17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1291.03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41只

工银瑞信基金成立于2005年，公司设立以来发展较为迅速，产品线逐步

完善，资产规模快速提升。

受市场流动性趋紧、金融改革去杠杆以及债券市场监管力度加大等因素

影响，2013年债券市场深度调整，但工银瑞信基金立足风控，固定收益产品

表现不俗。

公司持续稳健的业绩主要基于领先的风险管理理念和稳健的经营风格，

引入国际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系统和技术，建立了包括四道风险防线，涵盖

投资风险、运作风险和法律合规风险在内的严密风险管理体系，对各类风险

实行全面有效的管理。 （天相投顾证券研究二部）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金牛进取奖

成立时间

2003年3月

管理基金资产净值

128.7亿元

管理基金份额规模

115.5亿份

管理基金数量

15只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成立于2003年3月14日，借助国际化优势、立足国

内市场，塑造“和谐、规范、透明、进取” 的企业文化，以优秀的投资业绩为投

资者提供专业服务。

2013年，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优异的管理业绩和进取的企业文化获得

投资者认同，在低迷、分化的市场环境中取得了较好发展。2013年A股市场结

构出现剧烈分化，主板市场持续低迷，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不断创出

新高。公司坚持积极进取的成长股风格，自下而上精选个股，旗下成立满一年

的基金全部获得了正收益。（招商证券基金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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