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个百分点！ 五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完胜市场

穿越牛熊 长期业绩彰显金牛成色

本报记者 叶斯琦

过去十年，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迎来大发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作为其中的重要力量，在服务居民理财、优化资本市场结构、支持实体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5月24日，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第十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结果揭晓。 投资业绩居前、风险控制卓越，为投资人获得持续、绝对收益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经理获奖。

北京诚盛投资、上海少薮派投资、深圳丰岭资本、北京汉和汉华资本、深圳悟空投资等51家顶尖私募机构获评金牛私募管理公司；裘国根等27人分获五年期、三年期、一年期投资经理奖或获评十周年金牛杰出私募投资经理。 总体来看，第十届中国私募金牛奖既出现了一批能够持续稳健为投资人创造收益的长跑型私募管理人，也涌现了一批风格鲜明独树一帜的新锐私募管理人。

为顺应资管行业发展趋势，中国私募金牛奖不断完善评选规则，在本届评选中，一是为鼓励私募基金管理人致力于为投资人创造长期稳健回报，增设了私募金牛奖十周年特别奖项；二是各年收益率分配权重更均衡；三是增加了报名系统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系统的比对功能；四是对于采取母子/主从结构设计的产品，参评产品须为子产品/从基金，避免出现因扣费问题而导致的计算偏差。

私募行业发展迎来新阶段

凡 是 过 往 ， 皆 为 序 章 。 近 年 来 ， 我 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快速发展，已成为资本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已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35688只 ，基金规模2 .24万亿元 ，相比于 2017年12月底的2 .29万亿元小幅缩水。 根据估算，市场走弱导致产品业绩下跌是基金规模缩水的主要原因 。

实际上，虽然规模变动不大，但是2018年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管理人数量整体增长放缓，头部效应日益凸显。 随着行业监管加强，以及对不符合条件的私募管理人进行集中注销，证券类私募管理人增长大幅放缓。 截至2018年12月底，已登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8989家，相比2017年底的8467家仅增加522家。

与此同时，外资私募则在积极布局中国市场。截至2018年12月底，14家证券类外资私募管理人已备案产品。在业内人士看来，外资私募进入中国市场，将丰富市场参与主体，进一步提升市场多元竞争局面。在已登记的外资私募基金管理人中，既有资产管理规模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国际知名机构，也包括各具特色的“精品店”式资产管理服务提供商，这些机构将对本土私募在投资者获得、投资策略和回报方面构成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外资私募将发挥“鲶鱼效应”，推动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不断发展。优质外资私募进入中国，将带来成熟的资产管理模式、投资理念、投资策略和合规风控做法，不断推动本土资产管理行业从竞争中学习，在学习中发展。

另一个变化是市场整体走弱，带动业绩下滑。 根据中信证券研究部统计，2018年证券类私募整体业绩下跌约12%。 具体来看，受股市下跌拖累，股票策略私募产品平均下跌16.6%；与股市相关性相对较强的FOF/MOM、宏观对冲策略分别下跌6.3%、4.4%，量化类产品表现相对较好；受益于商品市场阶段性行情，管理期货策略平均上涨7.2%，在各策略中表现最佳；市场中性策略平均上涨2.0%，较2017年的1.1%轻微改善；多策略型产品各子策略涨跌不一，微幅下跌0.6%。

业内人士表示，私募基金行业基础制度扎实、规则体系完善、底线要求明晰的监管和自律管理体系，将持续引导行业走向规范化和专业化。在行业加速优胜劣汰、形成良性循环生态系统的情况下，唯有回归本源、坚持打造优秀长期投资能力的机构方能脱颖而出。

百花齐放彰显金牛成色

十年铸剑不寻常。作为行业快速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中国私募金牛奖自2009年启动以来，始终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断完善评选标准，采用定量和定性指标相结合的方法，遴选出一批能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健回报的专业资产管理人。大浪淘沙，厚积薄发，中国私募金牛奖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值得信赖的品牌之一。

从获奖情况看，第十届中国私募金牛奖既出现了一批能够持续稳健为投资人创造收益的长跑型私募管理人，也涌现了一批风格鲜明独树一帜的新锐私募管理人。

其中，获评十周年金牛杰出私募管理公司的百亿私募淡水泉投资、重阳投资、星石投资，早在2009年第一届金牛奖评选中便脱颖而出，十年来不断进步发展，无论是投资业绩、公司治理还是品牌建设都已成为行业标杆。 其中，淡水泉投资获得6届金牛公司奖、3届金牛投资经理奖，共计9座金牛奖杯；重阳投资获得10届金牛公司奖（其中第五届为股票策略、对冲策略双料金牛公司奖）、4届金牛投资经理奖，共计15座金牛奖杯；星石投资获得9届金牛公司奖、5届金牛投资经理奖，共计14座金牛奖杯。

此外，由公募基金领军人华丽转身进入私募行业的邱国鹭，于2015年创立平台型私募高毅资产，汇聚了6位资深基金经理。 在2016年度和2017年度，公司4位基金经理邱国鹭、冯柳、邓晓峰、卓利伟分别获得“一年期股票策略经理金牛奖”，在震荡市场中收益显著；2018年度公司更是同时斩获金牛公司奖及3座金牛投资经理奖杯。

与主观投资相比，量化投资是一个迭代更快的领域，也是新锐基金经理脱颖而出的舞台。 今年获得“一年期相对价值策略经理金牛奖”的进化论与天算量化均由“85后”掌舵，在策略、算法、IT、AI等方面风格鲜明，独树一帜。 此外，进化论的另一产品线———主动管理股票多头策略在本届评选中也脱颖而出，领军人物王一平获得“三年期金牛投资经理”奖，是为数不多的主动、量化齐头并进型私募管理人。

实际上，从历届评选结果看，金牛获奖私募整体上业绩稳定，可持续强。以股票策略类五年期公司奖和投资经理奖为例，该奖项考察公司和基金经理旗下产品最近5年的综合表现，注重更长期限的投资业绩和风控能力，以及业绩和风控的持续性。 综合来看，其中一部分表现出优秀的收益获取能力，同时风险控制适当；另一部分表现出极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同时收益持续稳定，总体上均表现出较好的风险调整收益比。 本届评选中获得股票策略类五年期金牛奖的私募管理公司和投资经理，期间收益分别高达160.69%、84.19%，分别超过沪深300指数131.48个百分点、54.98个百分点；期间年化收益率高达20.8%和12.78%，也远高于沪深300指数5.26%的年化收益率。

与时俱进促行业发展

十年来，中国证券报与协办方不敢有丝毫懈怠，紧跟行业发展趋势，不断完善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规则，坚持与时俱进，优中选优。 根据行业发展趋势，本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较以往有几大变化。

一是为鼓励私募基金管理人致力于为投资人创造长期稳健回报，本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增设了私募金牛奖十周年特别奖项———私募金牛奖十周年杰出公司奖、私募金牛奖十周年杰出投资经理奖。

二是各年收益率权重分配相较之前更均衡。本次评选中，三年期奖项各年收益率的权重中，Y、Y-1、Y-2年分别为40%、30%、30%；五年期奖项各年收益率的权重中，Y、Y-1、Y-2、Y-3、Y-4年分别为30%、20%、20%、15%、15%。

三是增加了报名系统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系统的比对功能，进一步完善了报名产品信息，提升了报名数据质量。

四是对于采取母子/主从结构设计的产品，参评产品须为子产品/从基金，母产品/主基金不参与评选。 这样的安排确保所有参评产品数据均为费后净值，避免出现因扣费问题而导致的计算偏差。

谈及中国私募金牛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总部副总经理孙巍表示，一是极大促进行业发展的“深度”。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对投资品种、策略、周期等作了细致的划分，通过综合打分的方式选出各细分领域最优秀的管理人，可以说这些获奖人是每个细分领域最具“匠人精神”的一批管理人，这些管理人对私募基金各细分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二是有效提高行业发展的“广度”。近几年，我国证券类私募基金在量化投资、宏观对冲、管理期货、多策略等领域取得了迅猛发展，中国私募金牛奖的奖项设置积极顺应了行业的发展趋势，这对未来行业的进入者提供了非常好的指引作用，引导大家关注更加多元化的投资策略，鼓励市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三是中国私募金牛奖对行业规范化发展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观察每年的获奖名单可以发现，踏踏实实做投资的管理人往往会长期上榜，这些管理人不论是业绩还是口碑，都能长期得到市场的认可，同时也能长期获得评委的青睐。因此，只有规范化发展，才能走得远；唯有规范化运营，才能飞得高。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凭借着对评选原则的严格执行和对基金业发展规律的尊重，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赢得了行业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如今，越来越多的银行在制定代销白名单时，都会参考中国私募金牛奖的评选结果。

第十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获奖名单

五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股票策略） 北京诚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丰岭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汉和汉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五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股票策略） 裘国根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王益聪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赵 凯 上海涌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泽刚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吕小九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卢柏良 深圳前海道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张英飚 深圳市景泰利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张可兴 北京格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翟敬勇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吴伟志 深圳市中欧瑞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股票策略）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保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睿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沣京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宽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相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望角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沣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景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股票策略） 邓晓峰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邱国鹭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一平 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高 波 沣京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陈 龙 宁波美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吴元青 光控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崔红建 上海石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天君 上海泰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詹凌蔚 观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鹏慧 青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股票策略） 冯 柳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 忠 上海于翼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夏俊杰 仁桥（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晓龙 深圳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债券策略） 北京乐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佑瑞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债券策略） 蓝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瞰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映雪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宏观期货策略）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元葵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千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宏观期货策略） 熵一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涵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双隆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相对价值策略） 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九坤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鸣石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灵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相对价值策略） 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平方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算量化（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多策略） 上海淘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多策略） 浙江白鹭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金牛私募管理公司（FOF/MOM策略） 横琴广金美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珠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华软新动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十周年金牛杰出私募管理公司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十周年金牛杰出私募投资经理 曾晓洁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家琳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明达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图表

配图，奖杯

日期 管理人数量（家） 较上月变动(家) 管理基金数量（只） 较上月变动(只) 管理基金规模（万亿元） 较上月变动(亿元)

2018年1月 8575 35189 2.61

2018年2月 8639 64 35481 292 2.60 -45

2018年3月 8724 85 35419 -62 2.58 -176

2018年4月 8752 28 36008 589 2.56 -197

2018年5月 8776 24 35903 -105 2.55 -196

2018年6月 8827 51 35983 80 2.54 -90

2018年7月 8865 38 36280 297 2.41 -1262

2018年8月 8880 15 36086 -194 2.40 -79

2018年9月 8922 42 35833 -253 2.39 -154

2018年10月 8923 1 36115 282 2.28 -1094

2018年11月 8966 43 36053 -62 2.26 -151

2018年12月 8989 23 35688 -365 2.24 -231

期间收益 年化收益率 沪深300/中证全债 沪深300/中证全债年化收益率

五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股票策略） 160.69% 20.80% 29.21% 5.26%

五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股票策略） 84.19% 12.78% 29.21% 5.26%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股票策略） 41.25% 12.01% -19.31% -6.90%

三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股票策略） 50.30% 13.94% -19.31% -6.90%

一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股票策略） 3.49% 3.49% -25.31% -25.31%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债券策略） 16.67% 5.26% 10.65% 3.43%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宏观期货策略） 80.25% 19.91% -19.31%/10.65% -6.90%/3.43%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宏观期货策略） 24.16% 24.16% -25.31%/8.85% -25.31%/8.85%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相对价值策略） 34.43% 10.28% -19.31%/10.65% -6.90%/3.43%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相对价值策略） 19.59% 19.59% -25.31%/8.85% -25.31%/8.85%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多策略） 19.00% 5.97% -19.31%/10.65% -6.90%/3.43%

金牛私募管理公司（FOF/MOM策略） 11.03% 11.03% -25.31%/8.85% -25.31%/8.85%

十周年金牛杰出私募管理公司 245.36% 12.82% 65.63%/46.98% 5.18%/3.93%

十周年金牛杰出私募投资经理 412.30% 17.60% 65.63%/46.98% 5.18%/3.93%

夏俊杰 仁桥（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晓龙 深圳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债券策略）

北京乐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佑瑞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债券策略）

蓝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瞰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映雪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宏观期货策略）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元葵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千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宏观期货策略）

熵一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涵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双隆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相对价值策略）

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九坤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鸣石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灵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相对价值策略）

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平方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算量化（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多策略）

上海淘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多策略）

浙江白鹭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金牛私募管理公司（FOF/MOM策略）

横琴广金美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珠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华软新动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第十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获奖名单

十周年金牛杰出私募管理公司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十周年金牛杰出私募投资经理

� � �曾晓洁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家琳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明达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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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行业发展迎来新阶段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近年来，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快速发

展，已成为资本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重

要力量。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

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12月底，

已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35688只，

基金规模2.24万亿元，相比于2017年

12月底的2.29万亿元小幅缩水。 根据

估算，市场走弱导致产品业绩下跌是

基金规模缩水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虽然规模变动不大，但是

2018年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出现

一些新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管理人数

量整体增长放缓，头部效应日益凸显。

随着行业监管加强，以及对不符合条

件的私募管理人进行集中注销，证券

类私募管理人增长大幅放缓。 截至

2018年12月底，已登记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人8989家，相比2017年底的

8467家仅增加522家。

与此同时，外资私募则在积极布局

中国市场。 截至2018年12月底，14家证

券类外资私募管理人已备案产品。 在业

内人士看来， 外资私募进入中国市场，

将丰富市场参与主体，进一步提升市场

多元竞争局面。 在已登记的外资私募基

金管理人中，既有资产管理规模在全球

名列前茅的国际知名机构，也包括各具

特色的“精品店”式资产管理服务提供

商，这些机构将对本土私募在投资者获

得、 投资策略和回报方面构成激烈竞

争。另一方面，外资私募将发挥“鲶鱼效

应” ，推动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不断发展。

优质外资私募进入中国，将带来成熟的

资产管理模式、投资理念、投资策略和

合规风控做法，不断推动本土资产管理

行业从竞争中学习，在学习中发展。

另一个变化是市场整体走弱，带

动业绩下滑。 根据中信证券研究部统

计，2018年证券类私募整体业绩下跌

约12%。 具体来看，受股市下跌拖累，

股票策略私募产品平均下跌16.6%；与

股市相关性相对较强的FOF/MOM、

宏观对冲策略分别下跌6.3%、4.4%，

量化类产品表现相对较好； 受益于商

品市场阶段性行情， 管理期货策略平

均上涨7.2%，在各策略中表现最佳；市

场中性策略平均上涨2.0%，较2017年

的1.1%轻微改善； 多策略型产品各子

策略涨跌不一，微幅下跌0.6%。

业内人士表示，私募基金行业基础

制度扎实、规则体系完善、底线要求明

晰的监管和自律管理体系，将持续引导

行业走向规范化和专业化。在行业加速

优胜劣汰、形成良性循环生态系统的情

况下，唯有回归本源、坚持打造优秀长

期投资能力的机构方能脱颖而出。

131个百分点！ 五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完胜市场

穿越牛熊 长期业绩彰显金牛成色

□

本报记者 叶斯琦

过去十年，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迎来大发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作为其中的重要力量，在服务

居民理财、优化资本市场结构、支持实体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5月24日，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第十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结果揭晓。 投资业绩居前、风险

控制卓越，为投资人获得持续、绝对收益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经理获奖。

北京诚盛投资、上海少薮派投资、深圳丰岭资本、北京汉和汉华资本、深圳悟空投资等51家

顶尖私募机构获评金牛私募管理公司；裘国根等27人分获五年期、三年期、一年期投资经理奖或

获评十周年金牛杰出私募投资经理。总体来看，第十届中国私募金牛奖既出现了一批能够持续稳

健为投资人创造收益的长跑型私募管理人，也涌现了一批风格鲜明独树一帜的新锐私募管理人。

为顺应资管行业发展趋势，中国私募金牛奖不断完善评选规则，在本届评选中，一是为鼓励

私募基金管理人致力于为投资人创造长期稳健回报，增设了私募金牛奖十周年特别奖项；二是各

年收益率分配权重更均衡； 三是增加了报名系统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系统的比对功

能；四是对于采取母子/主从结构设计的产品，参评产品须为子产品/从基金，避免出现因扣费问

题而导致的计算偏差。

与时俱进促行业发展

十年来，中国证券报与协办方不

敢有丝毫懈怠，紧跟行业发展趋势，不

断完善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规则，坚

持与时俱进，优中选优。 根据行业发

展趋势，本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较

以往有几大变化。

一是为鼓励私募基金管理人致力

于为投资人创造长期稳健回报，本届

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增设了私募金牛

奖十周年特别奖项———私募金牛奖十

周年杰出公司奖、私募金牛奖十周年

杰出投资经理奖。

二是各年收益率权重分配相较之前

更均衡。本次评选中，三年期奖项各年收

益率的权重中，Y、Y-1、Y-2年分别为

40%、30%、30%； 五年期奖项各年收益

率的权重中，Y、Y-1、Y-2、Y-3、Y-4

年分别为30%、20%、20%、15%、15%。

三是增加了报名系统与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系统的比对功

能，进一步完善了报名产品信息，提升

了报名数据质量。

四是对于采取母子/主从结构设

计的产品，参评产品须为子产品/从基

金，母产品/主基金不参与评选。 这样

的安排确保所有参评产品数据均为费

后净值，避免出现因扣费问题而导致

的计算偏差。

谈及中国私募金牛奖对行业发展的

影响，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总

部副总经理孙巍表示， 一是极大促进行

业发展的“深度” 。 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

对投资品种、策略、周期等作了细致的划

分， 通过综合打分的方式选出各细分领

域最优秀的管理人， 可以说这些获奖人

是每个细分领域最具“匠人精神”的一

批管理人， 这些管理人对私募基金各细

分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二是有效提高行业发展的“广度” 。

近几年， 我国证券类私募基金在量化投

资、宏观对冲、管理期货、多策略等领域取

得了迅猛发展， 中国私募金牛奖的奖项

设置积极顺应了行业的发展趋势， 这对

未来行业的进入者提供了非常好的指引

作用， 引导大家关注更加多元化的投资

策略，鼓励市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三是中国私募金牛奖对行业规范

化发展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观察每年

的获奖名单可以发现，踏踏实实做投资

的管理人往往会长期上榜，这些管理人

不论是业绩还是口碑，都能长期得到市

场的认可，同时也能长期获得评委的青

睐。 因此，只有规范化发展，才能走得

远；唯有规范化运营，才能飞得高。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凭借着对评

选原则的严格执行和对基金业发展规

律的尊重，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赢得了

行业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如今，越

来越多的银行在制定代销白名单时，都

会参考中国私募金牛奖的评选结果。

百花齐放彰显金牛成色

十年铸剑不寻常。作为行业快速发

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中国私募金牛

奖自2009年启动以来，始终秉持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 不断完善评选标

准， 采用定量和定性指标相结合的方

法， 遴选出一批能为投资者带来长期

稳健回报的专业资产管理人。 大浪淘

沙，厚积薄发，中国私募金牛奖已成为

中国资本市场最值得信赖的品牌之一。

从获奖情况看，第十届中国私募

金牛奖既出现了一批能够持续稳健为

投资人创造收益的长跑型私募管理

人， 也涌现了一批风格鲜明独树一帜

的新锐私募管理人。

其中，获评十周年金牛杰出私募

管理公司的百亿私募淡水泉投资、重

阳投资、星石投资，早在2009年第一

届金牛奖评选中便脱颖而出，十年来

不断进步发展，无论是投资业绩、公司

治理还是品牌建设都已成为行业标

杆。 其中，淡水泉投资获得6届金牛公

司奖、3届金牛投资经理奖， 共计9座

金牛奖杯；重阳投资获得10届金牛公

司奖（其中第五届为股票策略、对冲

策略双料金牛公司奖）、4届金牛投资

经理奖，共计15座金牛奖杯；星石投

资获得9届金牛公司奖、5届金牛投资

经理奖，共计14座金牛奖杯。

此外， 由公募基金领军人华丽转

身进入私募行业的邱国鹭，于2015年

创立平台型私募高毅资产，汇聚了6位

资深基金经理。 在2016年度和2017年

度，公司4位基金经理邱国鹭、冯柳、邓

晓峰、卓利伟分别获得“一年期股票

策略经理金牛奖” ， 在震荡市场中收

益显著；2018年度公司更是同时斩获

金牛公司奖及3座金牛投资经理奖杯。

与主观投资相比， 量化投资是一

个迭代更快的领域， 也是新锐基金经

理脱颖而出的舞台。今年获得“一年期

相对价值策略经理金牛奖” 的进化论

与天算量化均由“85后” 掌舵，在策

略、算法、IT、AI等方面风格鲜明，独树

一帜。 此外，进化论的另一产品线———

主动管理股票多头策略在本届评选中

也脱颖而出，领军人物王一平获得“三

年期金牛投资经理”奖，是为数不多的

主动、量化齐头并进型私募管理人。

实际上，从历届评选结果看，金牛

获奖私募整体上业绩稳定， 可持续强。

以股票策略类五年期公司奖和投资经

理奖为例，该奖项考察公司和基金经理

旗下产品最近5年的综合表现， 注重更

长期限的投资业绩和风控能力，以及业

绩和风控的持续性。 综合来看，其中一

部分表现出优秀的收益获取能力，同

时风险控制适当； 另一部分表现出极

强的风险控制能力， 同时收益持续稳

定， 总体上均表现出较好的风险调整

收益比。 本届评选中获得股票策略类

五年期金牛奖的私募管理公司和投资

经理， 期间收益分别高达160.69%、

84.19%，分别超过沪深300指数131.48

个百分点、54.98个百分点；期间年化收

益率高达20.8%和12.78%，也远高于沪

深300指数5.26%的年化收益率。

五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股票策略）

北京诚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丰岭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汉和汉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五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股票策略）

裘国根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王益聪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赵 凯 上海涌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泽刚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吕小九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卢柏良 深圳前海道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张英飚 深圳市景泰利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张可兴 北京格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翟敬勇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吴伟志 深圳市中欧瑞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股票策略）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保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睿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沣京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宽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相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望角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沣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景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股票策略）

邓晓峰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邱国鹭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一平 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高 波 沣京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陈 龙 宁波美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吴元青 光控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崔红建 上海石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天君 上海泰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詹凌蔚 观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鹏慧 青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股票策略）

冯 柳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 忠 上海于翼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情况

第十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获奖公司和投资经理业绩表现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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