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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金牛基金公司获奖感言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做正确的事 与优秀公司共成长

感谢金牛奖评委的认可， 也感谢广

大客户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 这是兴

全基金第十次荣获 “金牛基金管理公

司” 奖项，旗下3只产品亦再度获得金牛

奖殊荣，对此，我们倍感荣幸，也深感肩

上的责任与使命。

投资知易行难， 公司在十六年发展

过程中曾面临诸多挑战， 我们始终坚持

做正确的事， 专注于打造团队的主动投

研能力， 挖掘真正优质的公司并分享优

秀企业成长红利。 我们深知公募基金的

使命是帮投资者实现财富增值， 所以兴

全一直坚持把长期投资业绩放在首位。

截至2018年底， 公司已累计为持有人实

现绝对回报超过500亿元。

可以说，正是十六年对于投研的专注

打造，让兴全基金在市场起伏中保持业内

领先的主动投资能力，创造了穿越牛熊的

投资佳绩。 当然，我们也深知投资是一个

学无止境的行业，只有时刻保持对市场的

敬畏之心，持续不断地深入思考，优化和

完善已有的投资策略， 扩大自身能力边

界，才能不断超越过去取得的成绩。

兴全基金会始终保持起点心态，不

求速成、稳扎稳打，悉心培养投研人才，

用心构建投资理念， 努力将旗下每一只

产品做到最好。 我们也会始终坚持自己

的信念，与基金行业一起携手共进，积极

应对市场挑战，将责任融入投资，肩负起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重大使命。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积极布局养老及工具化业务

感谢金牛奖评委将 “金牛基金管理

公司” 的殊荣及其他三项金牛奖授予景

顺长城基金。今年景顺长城基金蝉联“金

牛基金管理公司” ，同时也是公司历史上

第五次获得该奖项。 备受鼓舞的同时，我

们也深知这意味着更深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将努力把握大资管时代的机遇，以

更加积极进取的姿态步入新起点。

大资管时代的机遇首先是马上要迎

来的养老目标基金有望纳入个税递延优

惠政策，迎来养老金投资的发展契机。 个

人养老金长期性、稳定回报、目标明确等

属性，与公募基金践行的长期投资、价值

投资理念相符，能体现公募基金的专业优

势。养老投资不仅是公募基金未来长期战

略方向，也是公募基金在民众养老事业中

应尽的社会责任。

养老投资是公募基金未来的风口，同

时，我们也看到了工具化投资的浪潮。 伴随

资本市场进一步成熟和养老金等长期资金

入市，包括指数基金、量化基金在内的工具

型产品凭借其构建逻辑透明、 风险收益清

晰等优势，成为资产配置重要标的。 我们相

信中国的工具化产品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 景顺长城在工具化产品的运作上已经

布局多年并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未来在该

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加强，为投资者

提供风格明确、基准清晰的配置工具。同时，

景顺长城将继续巩固深化主动权益领域优

势，成为股票投资领先的多资产管理专家。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夯实主动管理 锻造多元投资能力

今年， 公募基金行业开启了第三个

十年新征程， 交银施罗德基金也即将迈

入第十五年。 衷心感谢金牛奖评委在这

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点将“金牛基金管

理公司” 及5项金牛基金产品奖授予交银

施罗德基金。 这是对我们过往业绩的肯

定， 也是在激励我们未来要继续保持专

注与专业，再创佳绩。

交银施罗德基金诞生于公募基金高

速发展初期， 当年全行业资产总规模仅

为4700亿，时至今日，行业资产总规模已

突破13万亿。 在与基金行业共迎高速发

展的十余年间， 交银施罗德基金始终秉

承“受人之托、代客理财” 的初心，以持

有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在增强投资者

持有体验和长期收益间做着不懈努力。

目前， 交银施罗德基金已形成权益

投资见长、固收、量化、跨境、组合投资等

业务均衡发展格局，持续领先的主动管理

能力也不断得到投资者认可。

当前，资产管理行业在向质量提升的

“新时代”迈进，公募基金也在成为社会大

众分享资本市场成长红利、 实现财富保值

增值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的同时， 迎来新

的发展环境与形势。 公募基金行业未来充

满机遇和挑战。 交银施罗德基金将抱朴如

初，笃志躬行，继续夯实内功，锤炼投资能

力， 努力为广大普通投资人带来切实的投

资回报。最后，感谢投资人一直以来的信任

和支持，我们也将更加努力，不负所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坚守本源 迎接挑战

很荣幸易方达基金能够在本届

“金牛奖” 评选中获得“金牛基金管理

公司” 及“三年期开放式股票型持续优

胜金牛基金” 等多项大奖，感谢金牛奖

评委对易方达基金的认可，也感谢广大

投资者对公司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今年中国基金业发展迈入第二十一

个年头。 站在新起点上展望未来，行业发

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宏观经济层面，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

结构调整阶段， 资产的预期收益率逐步

回归理性，但同时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

兴产业蓬勃发展， 也带来了大量的投资

机会。

市场层面，当前大众对财富管理的

需求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同时，社交

软件等各种新技术、 新媒介的广泛运

用，也变革着基金行业与投资者的交流

互动方式。

而技术层面，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技术的发展也将

对基金行业带来变革式影响。

面对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技术变

革的浪潮，易方达基金将始终保持开放的

心态，在坚守行业本源的基础上，勇于变

革与创新，继续以稳健优秀的业绩回馈广

大投资者，并愿与各位金融同业、合作伙

伴一道，切实肩负起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

济、服务大众民生、服务改革发展的责任

与使命。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感篆五中 定当不负信任

衷心感谢金牛奖评委对中欧基金的

认可和信任，连续五年把“金牛基金管理

公司”奖项授予我们，这既是对中欧基金

长期资产管理能力的充分肯定， 也是对

中欧打造“多策略投资精品店” 、践行长

期价值创造理念的认可。 我们备受鼓舞，

更深知这是一份鞭策和责任。

五年前，中欧基金启动推行股权改革和

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在中国公募基金行业蓬

勃发展的大潮中，扬帆起航，万象更新。 此

后，一系列创新的制度设计，推动公司各项

业务建设不断升级，权益、固收投资业绩齐

头并进：近五年权益投资主动管理能力稳居

行业第一，固定收益投研实力也处于领先地

位。（银河证券，截至2018年底）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为广大民众提

供长期业绩稳定向好的基金产品和贴心

服务，是中欧基金的首要责任。同时，改善

客户盈利体验，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充分享

受到产品业绩增长，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

的方向。 通过全国各地持续性的投资人

服务沟通，我们不断传递诸如投资养老、

长期理性投资等理念，希望能为更多持有

人做好养老投资规划、资产配置并规避诸

多投资误区，从而实现人生理财目标。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中欧基金

未来定当不负重托、勤勉尽责，持续为投

资者提供卓越的长期投资业绩和一流服

务， 为广大投资者的资产长期保值增值

和幸福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融报国 不忘初心

感谢金牛奖评委再次将 “金牛基金

管理公司” 等奖项授予华安基金，这是一

份殊荣，更是一种鞭策。 未来，华安基金

将矢志金融报国之路，致力于为广大投资

者提供最广泛的产品和专业服务，让他们

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和资本市场成长带

来的硕果，努力将公司打造成百年老店。

2018年，华安基金科学、专业、高水

准的权益投资平台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特色鲜明、运作稳健的权益基金产品为投

资者努力奉献价值； 黄金ETF厚积薄发，

规模重回亚洲第一； 华安创业板50ETF

推动创蓝筹概念深入人心，份额增幅全市

场第一；同时，货币基金也在与第三方平

台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实现了飞跃。 勇抓

机遇，不惧挑战，经过华安人的不懈努力，

华安基金年内各项业务全面开花，不断超

越自我，再上新台阶。

面对更为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以及

公募基金行业百舸争流的竞争格局，华安

基金始终坚持“以专业创造财富，以创新

引领发展”的企业使命，树立“以人为本、

诚信守正、专业专注、追求极致” 的核心

价值观。 未来，华安基金将与行业同仁一

起，时刻牢记公募基金人的使命，不忘初

心，不负重托，磨炼核心能力，提升投资绩

效，不断以专业为投资者创造财富，努力

成为投资者信赖的、扎根中国资本市场且

具有全球资产管理能力的一流资产管理

公司。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信念成就业绩

安信基金能够获得“金牛基金管理

公司”殊荣，我们诚挚感谢金牛评委的认

可与客户的信任。 展望未来，我们信念坚

定，信心满怀，有愿力、有能力为客户创

造更加可观的投资回报。

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 国

人的勤劳和民族复兴宏伟规划的有序实

施是中国未来十至二十年国运之所系，

劳动人口总数和技术工人总数在未来十

年仍然充足并继续居于全球之冠， 产业

聚集大概率会带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

级， 我们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前景有

理由保持足够的信心。

我们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充满信

心。 科创板带动的注册制将带来市场化

导向的深刻变革， 境外投资者的进入将

带来更加成熟的投资理念， 养老金等机

构入市将带来源源不断的长期资金，居

民财富增长将带来理财需求的高涨，我

国资本市场有可能在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方向上迎来一波长周期的牛市。

我们对专业机构投资业绩充满信

心。 立足于全行业覆盖的上市公司研究

体系，自下而上地精选个股，以风险收益

比作为组合管理的标尺， 以长期考核体

系避免过度承担风险和促进投资机会的

把握， 这些做法将使专业机构有能力继

续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

胸怀上述三个信心， 我们的信念更加坚

定。 我们相信，信念会继续成就辉煌的业绩。

兴全基金总经理 庄园芳

景顺长城基金总经理 康乐

易方达基金总经理 刘晓艳交银施罗德基金董事长 阮红

中欧基金总经理 刘建平 华安基金董事长 朱学华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聚焦投研能力建设 回报投资者信赖

感谢金牛奖评委将“金牛基金管理

公司”的殊荣第五次授予中银基金。中银

基金的每一份成就都离不开广大持有

人、 各领域合作伙伴和社会各界长久以

来的信任与支持，在此谨致以诚挚谢意。

中银基金将再接再厉，不负业界嘉许，继

续以优异业绩回报投资者的信赖托付。

十五年来，中银基金栉风沐雨，辛勤

耕耘， 承载着广大投资人财富增值的梦

想， 成长为广受业界和投资者好评的绩

优基金管理公司。 银河证券统计显示，

2018年中银基金股票投资管理能力排名

行业第三， 在规模前十大基金公司中排

名第一。 海通证券统计数据显示，中银基

金2018年固定收益类基金超额收益率和

绝对收益率分列行业第十二和第十七，

更是前十大规模基金公司中的冠军。 凭

借持续优异的业绩， 中银基金资产管理

规模连年增长，稳居行业前列。

进入2019年，A股结束数年蛰伏，迎

来暖春，给基金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 我们既要对短期经济压力有充

分认识， 也要对长期经济形势保持足够

的信心。 中银基金将继续聚焦投研核心

能力，提升多元投资能力，不断强化合规

风控建设，创新进取，积极面对跨行、跨

界乃至全球竞争，实践普惠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重任， 努力以持续优异的业绩

为投资者创造长期回报。

中银基金执行总裁 李道滨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坚信改革、市场和长期的力量

首先非常感谢金牛奖评委的肯定，万

家基金能够蝉联“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

是市场与行业对我们过去多年投资积淀

的高度认可。

近年来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市

场演绎， 让资产管理行业的每一位参与

者都感受至深。 作为深耕市场十七年、经

历多轮牛熊行情交替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万家基金始终坚信改革的力量、市场的力

量和长期的力量，我们坚定市场处于历史

估值底部区域的判断，坚持逆周期布局，

积极把握低估值高分红板块的中长期配

置价值以及优质成长股的投资机会，为

未来投资价值的实现奠定基础。 我们欣

喜地迎来了改革共识的持续升温和各项

改革措施的深化， 迎来了资本市场的市

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持续深入的坚定步

伐， 或将继续迎来中国资本市场历史性

的发展机遇。

身处这一伟大的时代，万家基金始终

以踏实而坚定的步伐诚恳向前，潜心致力

于为持有人实现财富的长期保值增值，竭

力提升和优化客户投资体验。

展望未来，我们满怀期待。 万家基金

将继续秉持“正直、专注、勤奋、合作、长

期” 的核心理念，把握机遇，精耕细作，持

续提升自身投资管理能力，积极迎接市场

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将一如既往，常怀赤

子之心，奔赴“为千万家庭创造财富” 的

远大前程。

万家基金董事长 方一天

安信基金总经理 刘入领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会更好

前海开源基金能够荣获 “金牛基金

管理公司”及“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

优胜金牛基金” 奖项，我们衷心感谢金牛

奖评委的肯定与认同。

前海开源基金是首批实现管理层持

股的公募基金公司之一，自2013年成立之

初， 我们就按照大牛市进行了战略布局，

其后于2015年5月21日开始进入全面防

守至2016年熔断之后，2016年春节之后

我们积极布局迎接港股通大牛市及A股

蓝筹股时代，2017年底之后我们进入了风

险控制时期，2018年国庆节之后我们全面

布局迎接中国股市黄金十年的到来。前海

开源基金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一

是公司优秀的投研团队具备大类资产配

置和价值投资的能力；二是公司治理结构

决定责、权、利结合到位，有动机、有利益、

有机制把投资判断能力落实为基金投资

行动，制度保障基金管理人能够真正把基

金持有人中长期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们认为，从2018年10月19日起中国

股市已开启长牛慢牛行情。 未来将是中国

股票和人民币逐步走向世界的伟大时代，

这给我们本土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提供了

难得的发展机遇， 我们前海开源人将积极

努力参与到这个伟大进程中， 为中国的投

资者和持有人、 为全球投资者配置中国证

券资产提供专业服务。 我们相信，中国资本

市场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中国投资者和基

金持有人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前海开源基金联席董事长 王宏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