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期股票策略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创立于2009年，2014年4月获得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公司投研实力雄厚，核心团队来自国内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 公司认为，在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环境下，公司价值的衡量标准和方法也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变”。 而价值是相对和动态的，应该顺势而为。 大禹治水的成功，就在于其能够做到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投资亦如此，只有善于顺“势”、借“势”和用“势”，才能确保财富管理时真正做到低风险高收益。

名禹资产择时能力较强，并利用自身在市场趋势预判方面的优势，结合股票本身的交易特征，进行波段操作和止盈、止损，保持净值的持续增长。 （海通证券）

北京睿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0年，借鉴和融合海外优秀的投资理念和先进的量化模型，用科学的方法系统的研究中国资本市场，探索出赋有中国特色的投资逻辑和策略。 作为超值稳健型基金，投资风格稳中求进，在宏观形势及产业趋势、企业基本面研究和热点主题把握、市场心理波动与量化模型、以及海外市场关联性，投资策略创新等多方面形成核心竞争力。 公司曾获得第六届股票策略类“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睿策投资通过基本面分析与量化手段相结合，将行为金融学应用到极致。 注重风险控制，强调“本金安全”原则，在全部具有可比性的私募投资机构中，收益指标排名处于中上等水平，风险维度排名靠前，其综合实力亦名列前茅。 （天相投顾）

深圳市中欧瑞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7年，主要从事证券私募基金管理业务，已发行阳光私募产品十多只，坚持与伟大企业共同成长、尊重趋势、策略适配的投资理念。 公司投研体系实施行业基金经理制度，投委会把握各阶段投资策略及资产配置方向，各行业基金经理负责所研究行业的投资组合构建与管理工作。 在产品净值表现上呈现出牛市能攻、熊市擅守的全天候特点，旗下产品屡创新高、无一被动清盘。

中欧瑞博投资采取长期稳定成长与阶段多策略相结合的投资方式，股票组合采取“核心+卫星”策略，依据重要性和独立性原则进行风险管理，健全风控体系并有效执行，力求将风险控制在最小。 （招商证券）

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致力于成为中国素质全面、卓尔不群的对冲基金管理者。 公司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品线：A股股票基金、PIPE基金、新三板基金、量化基金、海外大中华基金。 以团队精专、勤勉和独特的全球视野去寻找那些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优质且价格合理的资产，为客户资产保值增值。 核心风格是基于安全边际的成长型投资，长期的研究和跟踪，严格的基本面驱动，坚守价值的判断，做中国市场合格的长期投资者。

理成资产坚持基于安全边际的成长型投资，长期的研究和跟踪，严格的基本面驱动，注重行业偏好与均衡配置间的匹配度，坚守价值判断。 （上海证券）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2009年在原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成立。 2014年7月，重阳投资改制为股份公司，2015年11月，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改制为集团公司。 经过多年积累，重阳投资已拥有一支既赋理论造诣又经市场锤炼的投研团队，投研员工超过30人。 旗下基金业绩优良，资产规模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重阳投资曾连续获1、2、3、4、5届股票策略“金牛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重阳投资坚守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通过前瞻的宏观研究，自上而下进行大类资产配置；通过深入细致的行业和公司研究，自下而上发掘投资标的；最终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对接来验证投资策略的有效性。 公司将风险防范置于首位，在此基础上兼顾组合的盈利空间和流动性。 （招商证券）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7年，同时开展私募证券基金、海外对冲基金、QFII及其他机构专户等业务，管理资产超过人民币300亿元。 淡水泉的客户群体包括全球高净值个人客户、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银行资产管理等大型机构客户。 公司长期坚持基本面驱动的逆向投资理念，以及适度集中的投资风格。 淡水曾获第一、第三和第六届股票策略“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淡水泉信奉“逆向投资策略”，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去挖掘被低估的行业和下一阶段的热点，注重行业的景气度、行业拐点和行业未来的成长性。 淡水泉旗下产品自运作以来的大多数年份均有不俗表现，中长期运作中表现出较强的进攻性和严格的风控纪律。 （恒天财富）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以投资境内外上市公司股票为主的资产管理公司。 公司秉承“价值投资”的投资理念，采用PE股权基金的研究方法，投资决定主要基于对公司的基本面分析和股票估值，同时结合全面的宏观经济及市场分析来把握市场环境和投资时机，公司以优秀的业绩和专业的管理赢得了来自全球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个人客户的信任。 景林资产曾连续获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6届股票策略“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景林资产立足基本面研究，基于对国内经济运行的深入认识，结合对产业链上下游的理解，自上而下地进行择行业和择时，再通过深入地实地调研，自下而上地选择公司。 （上海证券）

深圳市智诚海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发行并管理19期阳光私募基金，总管理规模超过20亿元。 秉持“一切投资，研究先行”的理念，通过集体决策，深度研究、风险评估及长期跟踪等手段去发现市场的错误，并在可控风险下实现收益的最大化，认为价值投资与价值投机在不同的市场阶段都有其有效性。

智诚海威投资坚持组合投资策略，有效规避过度集中的投资风险，运用IRS（Industry Rating System）和ERS（Equity Rating System）进行行业配置、选股，并利用绝对估值法和全球视野的相对估值法对重点投资品种进行全方位估值。 （国信证券）

五年期股票策略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于2007年10月成立，资产管理总规模超过人民币20亿元。 世诚投资坚持价值投资理念，通过深度基本面研究，买入并持有优质上市公司，以获取风险调整以后的超额收益。 世诚投资是行业内调研频率最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对组合内的重仓股反复调研，了解其行业及公司变化的驱动因素。 在对上市公司分析时，特别注重其治理结构及发展策略对相关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公司曾获第六届股票策略类“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世诚投资坚持价值投资理念，通过深度基本面研究，买入并持有优质上市公司，以获取风险调整以后的超额收益。 使用“多因素模型”（又称宏观经济研究模型），将定量模型和定性分析有机结合，有效保证了公司的资产配置方案充分考虑到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变化，不至于使投资组合承受较大的系统风险。 （海通证券）

深圳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起源于2007年，2008年8月发行首只阳光私募产品，开启规范化的私募基金发展之路，至2014年3月17日，中睿合银首批通过私募基金管理机构登记备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中睿合银投资管理团队是一支以投资总监刘睿为核心，以“中短期趋势择时”为投资策略，将绝对收益作为管理目标，通过对风险敞口的严格把控和中短期趋势的准确判断为客户实现超额收益的优秀团队。 公司曾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六届“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中睿合银投资奉行“中短期趋势择时”的投资策略，强调大概率确定性机会，通过对市场中短期趋势的判断调整组合风险敞口，通过对热点事件的研究来构建和调整股票组合。 （中信证券）

深圳市翼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6年，公司目前已发行并管理了21只阳光私募产品，资产管理规模超过40亿元。 公司核心团队平均从业时间超过20年，券商资管、市场派、公募基金背景完美组合，价值判断多元，经历多轮牛熊，从容应对市场变化。 秉承价值投资理念，策略应对市场波动，主要采用中线心态的以选股为主的逆向投资风格，通过低成本介入好公司，利用趋势波动赚取超额收益。 顺周期选股，逆周期配置。

翼虎投资秉承价值投资理念，策略应对市场波动，偏好兼具较高内在价值和持续成长性的公司以及面临周期向上拐点类成长性公司。 翼虎投资的股票策略产品在牛市中表现出一定攻击性，同时在熊市中也能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整体回撤相对较小。 在全部具有可比性的私募投资机构中，风险维度排名靠前，综合实力名列前茅，体现出翼虎投资拥有良好的收益风险配比。 （天相投顾）

上海朱雀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

上海朱雀投资成立于2007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中国证券业协会特别会员。 投研团队均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平均证券从业经验在12年以上，历经完整的牛熊市考验，公司近半数投研人员为合伙人，与公司利益一致、风险共担。 朱雀愿做持续创造价值的“灵兽”，注重长期利益，坚持长线投资，强调“做行业专家，像内部人一样理解公司”。 朱雀投资曾获得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和第六届股票策略“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朱雀投资坚持稳健投资，风控能力优秀，强调产业的深入研究，认为成长的确定性和空间要远重于估值，因此非常看重企业核心竞争力、商业模式和行业壁垒等因素，偏爱具有成长性的二线蓝筹。 （上海证券）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8年，核心成员均来自国内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和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投资及研究经验丰富，具备理性务实的投资风格和优异的市场敏锐度。 目前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70亿元，在不同特征的市场中，源乐晟通过灵活调仓、精选个股、严格止损跨越牛熊，始终表现出中低风险、高收益的业绩特征。 源乐晟曾获第三、第四和第五届股票策略“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源乐晟资产长期表现出色，净值表现稳健并兼具成长性，在不同特征的市场中，通过灵活调仓、精选个股、严格止损跨越牛熊，始终表现出中低风险、高收益的产品特征。 （天相投顾）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9年，管理规模逾百亿。 将逆向投资和顺势而为融入到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过程中，已形成主动管理、稳中求进的投资风格。 公司以价值投资为基础，依托深入的基本面研究，主动寻找价值低估的投资品种。 动态更新强势投资组合，重点核心品种优中选优。 通过精选产业强势企业，打造组合的阿尔法收益。 和聚投资曾获得第二、第四、第五和第六届股票策略“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和聚投资保持主动管理、稳中求进的投资风格，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精选个股，偏好成长股和转机股，同时也基于宏观、行业和政策面的深入研究，顺应市场节奏，动态配置重点主题。 （招商证券）

深圳展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创立于2008年，作为国内“趋势投资”和“选美理论”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绝对回报追求超额收益。 强调趋势是不断变化的，市场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不把预测和判断作为投资的唯一依据，而更强调对变化做出的反应。 展博投资展现了精确的趋势判断和优异的择时能力，在大起大落的市场环境中，公司业绩保持稳定，为客户创造了持续稳健的收益。 展博投资曾连续获得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届股票策略“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展博投资坚持“趋势投资”和“选美理论”，其投资策略重点在于趋势判断与市场热点甄别，个股层面更多倾向选择白马股，择时是其投资策略的关键。 （恒天财富）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深耕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资产管理公司。 公司投资采撷于太极文化和军事思想，以“长空集”为投资策略，蕴涵了独到的投资文化。 其选股理念归纳为三句话：超级繁荣的行业：重点投资于科技、文化、健康、资管四大行业方向；能成大事的人：跟随与支持卓越的企业家团队；安全便宜的价格：等待具有充分安全边际的买入价格。 神农投资曾获得第五和第六届股票策略类“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神农投资擅长选股和捕捉大趋势，投资策略可总结为“长、空、集”三字：长，即长线选股；空，即空仓待机，高度重视风控与回撤，动态地调整仓位与持股重心；集，即集中投资，在系统风险小，机会确定的情况下，对重大投资机会集中投资。 （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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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私募管理公司龙虎榜

上海朱雀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朱雀投资成立于

2007年，投研团队均具有丰

富的从业经验，历经完整的

牛熊市考验，公司近半数投

研人员为合伙人，与公司利

益一致、风险共担。 朱雀愿

做持续创造价值的 “灵

兽” ，注重长期利益，坚持长

线投资，强调“做行业专家，

像内部人一样理解公司” 。

朱雀投资坚持稳健投

资，风控能力优秀，强调产

业的深入研究，认为成长的

确定性和空间要远重于估

值，因此非常看重企业核心

竞争力、商业模式和行业壁

垒等因素，偏爱具有成长性

的二线蓝筹。 （上海证券）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9年，其

选股理念归纳为三句话：超级

繁荣的行业， 重点投资于科

技、文化、健康、资管四大行业

方向；能成大事的人，跟随与

支持卓越的企业家团队；安全

便宜的价格，等待具有充分安

全边际的买入价格。

神农投资擅长选股和

捕捉大趋势，投资策略可总

结为“长、空、集” 三字：长，

即长线选股；空，即空仓待

机， 高度重视风控与回撤，

动态地调整仓位与持股重

心；集，即集中投资，在系统

风险小， 机会确定的情况

下，对重大投资机会集中投

资。 （中信证券）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创立于2009年，投

研实力雄厚，核心团队来自

国内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

公司认为，在中国证券市场

的特殊环境下，公司价值的

衡量标准和方法也应“因地

制宜” 、“因时而变” 。 而价

值是相对和动态的，应该顺

势而为，只有善于顺“势” 、

借“势” 和用“势” ，才能确

保财富管理时真正做到低

风险高收益。

名禹资产择时能力较

强， 并利用自身在市场趋势

预判方面的优势， 结合股票

本身的交易特征， 进行波段

操作和止盈、止损，保持净值

的持续增长。（海通证券）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4年，秉

承“价值投资”的投资理念，

采用PE股权基金的研究方

法， 投资决定主要基于对公

司的基本面分析和股票估

值， 同时结合全面的宏观经

济及市场分析来把握市场环

境和投资时机。 公司以优秀

的业绩和专业的管理赢得了

来自全球机构投资者和高净

值个人客户的信任。

景林资产立足基本面

研究，基于对国内经济运行

的深入认识，结合对产业链

上下游的理解，自上而下地

进行择行业和择时，再通过

深入地实地调研，自下而上

地选择公司。（上海证券）

深圳智诚海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7年 8

月， 发行并管理19期阳光私

募基金。 公司秉持“一切投

资，研究先行” 的理念，通过

集体决策，深度研究、风险评

估及长期跟踪等手段去发现

市场的错误， 并在可控风险

下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认为

价值投资与价值投机在不同

的市场阶段都有其有效性。

智诚海威投资坚持组

合投资策略，有效规避过度

集中的投资风险， 运用IRS

和ERS进行行业配置 、选

股，并利用绝对估值法和全

球视野的相对估值法对重

点投资品种进行全方位估

值。 （国信证券）

三年期股票策略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8年，核

心成员均来自国内最大的

资产管理机构和国内具有

影响力的研究机构，投资及

研究经验丰富，具备理性务

实的投资风格和优异的市

场敏锐度。

源乐晟资产长期表现

出色， 净值表现稳健并兼

具成长性， 在不同特征的

市场中，通过灵活调仓、精

选个股、 严格止损跨越牛

熊，防守能力突出，中长期

业绩持续超越市场和同行

平均水平， 始终表现出中

低风险、 高收益的产品特

征。

（天相投顾）

深圳展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创立于2008年，作

为国内“趋势投资” 和“选

美理论” 的倡导者和践行

者，致力绝对回报追求超额

收益。 公司强调趋势是不断

变化的，市场唯一不变的是

变化，不把预测和判断作为

投资的唯一依据，而更强调

对变化做出的反应。 展博投

资展现了精确的趋势判断

和优异的择时能力，公司业

绩保持稳定。

展博投资坚持“趋势投

资” 和“选美理论” ，其投资

策略重点在于趋势判断与市

场热点甄别，个股层面更多倾

向选择白马股，择时是其投资

策略的关键。（恒天财富）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世诚投资坚持价值投资

理念，通过深度基本面研究，

买入并持有优质上市公司，

以获取风险调整以后的超额

收益。在对上市公司分析时，

公司特别注重其治理结构及

发展策略对相关上市公司可

持续增长的影响。

公司通过深度基本面研

究， 买入并持有优质上市公

司，以获取风险调整以后的超

额收益。公司使用“多因素模

型” ，将定量模型和定性分析

有机结合，有效保证了公司的

资产配置方案充分考虑到市

场系统性风险的变化，不至于

使投资组合承受较大的系统

风险。（海通证券）

深圳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起源于 2007年，

2008年8月发行首只阳光私

募产品，开启规范化的私募基

金发展之路。 中睿合银投资

管理团队是一支以投资总监

刘睿为核心，以“中短期趋势

择时” 为投资策略，将绝对收

益作为管理目标，通过对风险

敞口的严格把控和中短期趋

势的准确判断为客户实现超

额收益的优秀团队。

中睿合银投资奉行“中

短期趋势择时” 的投资策

略，强调大概率确定性机会，

通过对市场中短期趋势的判

断调整组合风险敞口， 通过

对热点事件的研究来构建和

调整股票组合。（中信证券）

北京睿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运用科学的方法系

统地研究中国资本市场，探索

出赋有中国特色的投资逻辑

和策略。 作为超值稳健型基

金，其投资风格稳中求进，在

宏观形势及产业趋势、企业基

本面研究和热点主题把握、市

场心理波动与量化模型以及

海外市场关联性，投资策略创

新等方面形成核心竞争力。

睿策投资通过基本面分

析与量化手段相结合， 将行

为金融学应用到极致。 公司

注重风险控制，强调“本金

安全” 原则，在全部具有可

比性的私募投资机构中，风

险维度排名靠前， 其综合实

力亦名列前茅。（天相投顾）

深圳翼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6年，其

核心团队平均从业时间超过

20年。公司为券商资管、市场

派、 公募基金背景的完美组

合，其价值判断多元，经历多

轮牛熊，从容应对市场变化。

公司秉承价值投资理念，策

略应对市场波动， 顺周期选

股，逆周期配置，主要采用中

线心态的以选股为主的逆向

投资风格，通过低成本介入好

公司， 利用趋势波动赚取超

额收益。

翼虎投资秉承价值投资

理念，策略应对市场波动，偏好

兼具较高内在价值和持续成长

性的公司以及面临周期向上拐

点类成长性公司。（天相投顾）

深圳中欧瑞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7年，已

发行阳光私募产品十多只。

公司坚持与伟大企业共同

成长、尊重趋势、策略适配

的投资理念。 公司投研体系

实施行业基金经理制度，投

委会把握各阶段投资策略

及资产配置方向，各行业基

金经理负责所研究行业的

投资组合构建与管理工作。

中欧瑞博投资采取长

期稳定成长与阶段多策略

相结合的投资方式，股票组

合采取“核心+卫星” 策略，

依据重要性和独立性原则

进行风险管理，健全风控体

系并有效执行，力求将风险

控制在最小。（招商证券）

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7年 6

月，致力于成为中国素质全

面、卓尔不群的对冲基金管

理者。 公司以团队精专、勤

勉和独特的全球视野去寻

找那些受益于中国经济发

展的优质且价格合理的资

产， 为客户资产保值增值。

核心风格是基于安全边际

的成长型投资，长期的研究

和跟踪， 严格的基本面驱

动，坚守价值的判断。

理成资产坚持基于安

全边际的成长型投资，长期

的研究和跟踪，严格的基本

面驱动，注重行业偏好与均

衡配置间的匹配度，坚守价

值判断。（上海证券）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重阳投资于2009年在

原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

的基础上成立。 经过多年积

累，重阳投资已拥有一支既

赋理论造诣又经市场锤炼

的投研团队。

重阳投资坚守价值投

资、理性投资，通过前瞻的

宏观研究， 自上而下进行

大类资产配置； 通过深入

细致的行业和公司研究，

自下而上发掘投资标的；

最终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的对接来验证投资策

略的有效性。重阳投资将风

险防范置于首位，在此基础

上兼顾组合的盈利空间和

流动性。 （招商证券）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7年，淡

水泉的客户群体包括全球

高净值个人客户、 养老金、

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银行资

产管理等大型机构客户。 公

司长期坚持基本面驱动的

逆向投资理念，以及适度集

中的投资风格。

淡水泉信奉“逆向投资

策略” ， 通过自下而上的研

究去挖掘被低估的行业和下

一阶段的热点， 注重行业的

景气度、 行业拐点和行业未

来的成长性。 淡水泉旗下产

品自运作以来的大多数年份

均有不俗表现， 中长期运作

中表现出较强的进攻性和严

格的风控纪律。（恒天财富）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9年，管

理规模逾百亿。 公司将逆向

投资和顺势而为融入到中国

资本市场的投资过程中，已形

成主动管理、稳中求进的投资

风格。 公司以价值投资为基

础，依托深入的基本面研究，

主动寻找价值低估的投资品

种，动态更新强势投资组合，

重点核心品种优中选优。

和聚投资保持主动管

理、 稳中求进的投资风格，

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精选

个股， 偏好成长股和转机

股，同时也基于宏观、行业

和政策面的深入研究，顺应

市场节奏，动态配置重点主

题。（招商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