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固定收益策略）

张钶（Ke� Zhang）（鼎晖投资（香港））

张钶先生，鼎晖亚洲信用

机会基金基金经理， 拥有10

年海外固定收益及股票投资

经验。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金融工程硕士及北京大学

学士与硕士学位。

张先生曾在纽约雷曼兄

弟 投 资 银 行 以 及 瑞 穗

（Mizuho）另类资产投资做

固定收益以及信用产品相关

研究与投资工作； 曾任职于

中 国 投 资 责 任 有 限 公 司

（CIC）， 负责部分股票及固

定收益投资， 管理资产总额逾38亿美元资产并持续超越

基准回报；曾任鹏华基金海外固定收益负责人，期间发行

并管理超过14亿人民币亚洲高收益债券系列基金和专户

产品。

张先生是最早参与海外中资美元债交易的华人基金经

理之一，投资风格稳健，擅长基于基本面研究加以宏观风险

对冲的投资策略。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固定收益策略）

钟富荣（Chung� Fu� Wing）（中国光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钟富荣先生， 中国光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

固定收益主管、基金经理，负责公司超过十亿美元的固定收益

业务，其中包括对冲基金、多头基金及公募、私募和资产支持

证券的定制投资。 钟先生有着20多年的专业经验，尤其是在

战略性资产配置以及债券投资方面， 所管理的光大安心债券

基金自2012年成立以来在不稳定的大环境下提供了出色的

绝对收益。钟先生曾在新光人寿担任战略资产配置主管，负责

35亿美元的全球跨资产类别的投资组合。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股票多头策略）

丁晓方（Frank� Ding）（方灜研究与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丁晓方先生， 方瀛研究与投

资（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IO。 丁先生是海外华人基金经

理中资历最深的投资家之一。

在创办方瀛之前就职于全球

三家顶级资产管理公司，有超过24

年投资亚太股票市场的经验。丁先

生早在1994年就已开始投资亚洲

股票市场， 他的投资生涯贯穿了

六大经济投资周期， 并创造了20

年卓越业绩。 此前丁先生在全球

最大的主动型长线股权管理公司

资本集团工作12年， 主要研究和

投资于中国互联网及软件行业、大型综合控股公司、消费品公

司，以及亚洲石油、天然气、炼化和石化行业，同时也是中国投

研分析主管。 在加入资本集团之前，丁先生于1998-2002年间

在香港怡富资产管理公司（后被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收购）

担任4年大中华基金经理一职， 还曾于1994年到1997年间在纽

约Manning�&� Napier基金公司担任亚太区股票分析师。 丁先

生曾于1985年到1990年在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任职。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股票多头策略）

吴元青（Yuanqing� Wu） （中国光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元青先生， 中国光大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股票投资

主管、基金经理。

作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的股票投资主管， 吴先生主要负

责光大控股的二级市场股票投

资，包括数只股票多头、多空策略

和量化投资基金和投资专户，及

管理在香港和上海两地的股票研

究投资团队。 吴先生自基金成立

之日起担任光大中国焦点基金的

基金经理。 在全球股市跌宕起伏

的2015年，他管理的光大中国焦

点基金取得了46.99%的费后净收益，并获知名对冲基金研究

机构Barclay� Hedge评为2015年度“新兴市场-亚洲对冲基

金” 及“新兴市场-亚洲股票型对冲基金” 业绩冠军。 2016

年， 该基金又被亚洲对冲基金研究评估机构Eureka� Hedge

评为2016年“最佳亚洲长仓绝对回报基金” 。 在此之前，吴先

生先后在瑞士银行新加坡分行和上海证大投资从事资产管理

工作，拥有丰富的大中华区股票投资经验。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股票对冲策略）

李宇（Daniel� LI） （Milvus� Capital� Limited）

李宇先生于 2015年创办

Milvus� Capital� Limited，并出

任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投资总监。

曾在顶级的环球和本地机构任职

并拥有超过13年股票多空策略

的投资经验。

1999年到2002年， 于国泰

君安证券担任自营部门股票操

盘手，为中国第一代的A股股票

自营交易员；2005年到2007年，

于SAC资本 （现为Point72资

本）担任高级交易员，于2006年

开始管理中国股票多空策略的

投资组合；2007年到2012年， 于高盛公司担任股票自营交

易员、执行董事，负责管理中国股票多空策略的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峰值价值3亿美元）；2012年到2014年， 于千禧

年资本（Millennium� Capital）担任基金经理，管理中国

股票多空策略的投资组合（投资组合峰值价值3亿美元）；

2014年， 于敦和资产任股票投资部主管， 负责管理A股投

资组合。

三年期海外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股票对冲策略）

田晶（Jenny� Tian）（淡水泉（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田晶女士，淡水泉（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

高级基金经理。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横滨国立大学法学

硕士、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商学院MBA。 曾就职于野村

证券（东京）、 花旗集团资产管理以及美国信安环球投

资，国内曾任嘉实稳健、嘉实浦安保本基金经理、UBS中

国研究主管， 并管理UBS私人财富管理部门的4只理财

产品。在宏观经济、自上而下以及海外市场方面拥有丰富

的研究和投资经验。 2007年8月加入淡水泉。

三年期海外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股票对冲策略）

赵军（Jun� Zhao） （淡水泉（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赵军先生，淡水泉（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投资总监。 南开大学数学学士和金融学硕

士。

赵先生1999年进入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部，担

任分析师。 2000年进入嘉实基金，历任研究总监、

基金丰和基金经理、 机构投资总监、 总裁助理。

2007年创办淡水泉。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股票多头策略）

广发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G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广发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国际” ）于2010年

12月成立，是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的全资子公

司。受益于母公司的支持及经验丰富的专业基金管理团队，广

发国际在香港顺利扎根， 并在中国资本市场以及全球投资者

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广发基金总部设在广州，同时在北京、上海、香港及伦敦设

有分公司或子公司。 广发基金作为拥有各类管理资格的基金管

理公司，提供包括公募基金、全权委托专户、社保基金、合格境内

机构投资者(QDII)、受托管理保险资金投资管理在内的范围广

泛的投资管理服务，以满足国内市场和跨境投资管理的需求。公

司秉持“专业创造价值、客户利益为上”的经营思想，希冀能在

中资海外资产管理的康庄大道上，走得更健壮、更美好、更久远。

三年期海外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固定收益策略）

中国光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China� Everbright� Assets� Management� Limited）

中国光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资管” ） 成立于

1990年，是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光大控股” ）的全资子

公司，光大控股母公司为中国光大集团。

多年以来， 光大控股通过国际化的管理平台及所设立的

多个私募基金、创投基金、产业基金、夹层基金、对冲基金和自

有资金， 与海外投资者共同发掘和培育了众多具有高增长潜

力的中国企业， 同时也为中国内地客户寻求海外投资机会提

供了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光大资管持有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所发出的

证券交易（1号）、就证券提供意见（4号）及提供资产管理（9

号）牌照。 作为光大控股资产管理平台的核心支柱之一，中国

光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资产管理、 投资管理及投资

顾问等业务。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股票对冲策略）

景林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Greenwoods�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景林资产是全世界最大的几家只投资于中国证券的私募

基金管理公司之一。长期以来，景林的投资领域涵盖境内外上

市的中国股票， 目前境内外管理的二级市场基金资产规模合

计超过60亿美元。

2004年景林成立，开始管理海外基金。 景林旗舰外币基

金Golden� China� Fund（“金色中国基金” ）是股票多空策

略对冲基金，2004年7月成立至2017年5月底的近13年期间，

每年复合净收益率超过25%(指扣除管理费等所有费用后投

资者的实际收益率)， 同期的MSCI中国投资指数年化收益率

为每年约9%。

景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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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海外机构客户包括欧美的

主权财富基金、大学基金会、大型银行、保险公司、跨国公司、养

老金和家族基金等，国内机构客户包括银行和知名企业。

三年期海外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股票对冲策略）

淡水泉（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Springs� Capital� (Hong� Kong)� Limited）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淡水

泉（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中国领先的

私募证券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淡水泉的客户群体包括全球

高净值个人客户以及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银行资产管理

等大型机构客户。 截至2017年5月，淡水泉管理的产品规模

超过300亿元人民币，员工人数75人，其中投资团队29人。

淡水泉所管理的资产主要采用基本面驱动的逆向投资

策略，也在逐步构建和储备其他领域投资能力，其中包括固

定收益领域、量化投资领域、一级市场投资领域、全球投资

领域。 淡水泉践行一贯的基本面投资理念、逆向投资风格、

适度集中的组合偏好。

淡水泉香港面向国际客户， 投资文化和产品设计与总

公司保持一致。

海外基金金牛奖龙虎榜

海外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其他策略）

高婷（Ting� Gao）（招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高婷女士，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际部副总经理，招

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负责人、首席市场官。 北京大学

金融工程硕士，华中科技大学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及武汉理工

大学法学双学士。 9年金融证券从业经验，8年海外投资经验，

为国内公募基金行业第一批从事国际业务的基金从业人员。

2013年加盟招商基金，现任招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共同管理招商香港全球特殊机会资产

配置系列基金（MOM）、招商香港财富100固定收益基金。

海外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股票多头策略）

方灜研究与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FountainCap� Research&Investment� (Hong� Kong)� Co.,Limited）

方瀛研究与投资有限公司是由丁晓方先生和徐莹女士

于2014年共同创立的资产管理公司。 两位联合创始人均来

自于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资本集团

（Capital� Group）。 方瀛秉承以基本面研究为本、全球视

野和长线投资为基础的理念， 致力于把对中国转型的深刻

理解融入到全球投资体系中， 发掘中国乃至全球能够受益

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的长期投资机会， 通过主动管

理创造优异的长线投资回报。方瀛投研团队经验丰富，联合

创始人合计拥有近40年的全球资本市场投资经验。

方瀛目前管理两支境外美元计价基金。 其旗舰基

金———“方瀛全球中国机会基金” 自2015年4月入市以来

至2017年4月的两年中，在晨星（香港）所列示的84只中国

和大中华股票基金中名列第一。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固定收益策略）

鼎晖投资（香港）

（CDH� Investments�Management�（Hong� Kong)� Limited）

鼎晖投资成立于2002年，是中国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机

构之一，截至2016年12月，管理的资金规模达1200亿元人民

币。鼎晖投资前身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直接投资部，由

吴尚志、焦震等六位创始人，联合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

司、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和苏黎世保险资本集团创立。鼎晖

投资发端于私募股权投资业务， 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蓬勃发

展促进了鼎晖投资另类资产管理平台的建立。

鼎晖投资拥有私募股权投资、创新与成长、证券投资、地

产投资、夹层投资、财富管理、固定收益等业务板块。公司拥有

100多名专业的投资管理人员。 鼎晖投资陆续投资了180多家

企业，其中近50家在国内外上市，培育了一批行业领导品牌。

鼎晖投资与100多家国际和国内的机构投资人保持着密

切的合作伙伴关系， 鼎晖投资的投资人还包括国际和中国的

高资产个人投资人。

鼎晖投资致力于成为亚洲地区最受尊敬的另类资产管理平台。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固定收益策略）

博时基金（国际）有限公司

（Bosera� Asse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Limited）

博时基金（国际）有限公司（“博时国际” ）是博时基金

全资子公司，2010年3月于香港注册成立。 博时国际分别于

2012年在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以及2013年在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注册， 为当地投资者提供跨境投资咨询及全权投资管

理服务。 截至2017年3月31日，博时国际服务18个国际客户，

包括主权基金、中央银行、社保及其他金融机构等，资产规模

约24.5亿美元（包括2.8亿美元的退休金资产）。

“为国民创造财富”是博时的使命。“做投资价值的发现

者”是博时始终坚持的投资理念。博时的股票投资强调以内部

研究为基础的基本面分析，持续挖掘业绩稳定增长、有核心竞

争力、有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 十八年来，博时所管理的各类

资产均取得良好投资收益增长， 产品策略全力满足各类客户

的资产配置需求，以实现各类客户长期财富管理的收益目标。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其他策略）

招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China� Merchants�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招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设立于2013年1月30日，

系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

招商基金以“为投资者创造更多价值” 为使命，秉承诚

信、理性、专业、协作、成长的核心价值观，努力成为中国资产

管理行业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一流品牌的资产管理公司。

招商资产管理（香港）坚持“专业创造价值，专注成就梦

想” ，以自上而下的全球宏观研究为大类资产配置基础，利用

全天候、多策略投研模型进行动态平衡资产管理，追求投资业

绩的整体性、 可持续性和绝对收益性。 投资风格坚持价值投

资、长期投资、责任投资。 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末，资产管理

规模近十亿美元。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固定收益策略）

Girish� Kumarguru（中国光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Girish� Kumarguru先生， 拥有16年投资、 投资组合管

理、自营交易、信用评级及信用风险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 自

2012年7月起， 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光大可转债基金基金

经理。 2015年11月开始， 开始共同管理光大安心债券基

金———公司固定收益类旗舰产品。加入光大控股之前，曾在荷

兰银行（ABN� Amro）担任自营策略组的投资总监，也曾在

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担任可换股债券分析师。

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其他策略）

白海峰（Haifeng� Bai）（招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白海峰先生，招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CEO兼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际部负责人。中国改革发展研究

院金融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MBA，北京大学理学硕

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学士，理科双学士，高

级注册黄金分析师，曾就职于纽约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NYPC）任高级投资经理。曾在专业期刊包括SCI核心

期刊发表有关金融、资产管理等领域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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