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 战龙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资管时代显身手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殊荣是对景顺

长城品牌和业绩的重要肯定和鼓励， 也意

味着更深的责任和使命， 督促我们继续努

力进取， 为每一个信赖我们的客户持续地

创造财富。

2013年景顺长城基金成立十周年，我

们用十年时间走出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

拥有比较强大的主动股票投资管理能力。

近年来更通过锐意改革， 耐心推进以及持

续投入，业务上更呈成熟、多元化的发展。

我们相信未来属于创新和改革。 随着

大资管时代来临， 每一个竞争主体既冒着

被时代淘汰的危险， 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良机， 那些有着鲜明特点和强大专长的资

产管理者才能够赢得竞争先机。 景顺长城

将进一步发挥权益类投资专长， 努力领先

于主动股票投资管理领域； 已经大力提升

固定收益投资、量化投资的能力，建立并完

善覆盖高中低风险的产品线， 提供更全面

更优质的投资服务；也将加速全球化步伐，

我们将借助外方股东全球合作伙伴的力

量，融合全球知识与本土智慧，为客户提供

全球视野的投资服务。 景顺长城将继续秉

承“客户至上” 的理念，倾听投资者的声

音，实现产品创新。 除了传统的基金业务，

我们也已经成立子公司涉足各类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理财工具。

景顺长城已经做好准备在大资管时代

一显身手， 着力向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转

型，力求以卓越的绩效、专业的团队、严谨

的管理和优质的资源，为投资者提供“一

站式” 投资服务。

十大金牛基金公司获奖感言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迈向综合性财富管理公司

感谢评委授予嘉实基金“金牛基金管

理公司” 与“被动投资金牛基金公司” 两

大奖项。 今年是嘉实基金第八次捧起“金

牛基金管理公司” 的奖杯，但意义却格外

不同，因为就在刚刚过去的3月25日，嘉实

基金迎来了15周年。

从第一只基金泰和呱呱落地到56只

公募基金百花齐放，从最初20亿管理规模

倍增到现在超过3500亿的家底；从首批赢

得社保投资管理人资格，到拥有基金“全

牌照” 业务；从北京长安街以北的公司总

部， 到布子全国12个分公司及香港子公

司，创设美国、开曼等业务平台……嘉实走

过了15年。

15年硕果累累，我们不敢耽于眼前的成

绩，我们也从不惧怕短暂的困难。 我们深知，

优秀的投资管理能力是为投资者创造稳定

回报的基石，也是竞争的核心。 过去五年，嘉

实深化“全天候、多策略” 投研模式，由133

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强大投研团队，以“让业

绩的旗帜高高飘扬”到力争“让业绩的旗帜

久久飘扬”为目标。因此，嘉实主动管理股票

基金中长期业绩连续三年领先，自2011年连

续四年蝉联金牛基金管理公司奖。

过去几年， 嘉实将视野与投资能力的

锻造，从传统的资本市场投向海外市场、非

资本市场等更广泛的资产管理领域，在

2009年到2012年期间， 率先布局嘉实国

际、嘉实资本、嘉实财富等三大子公司，为

嘉实从单一战略的基金公司向“多元化” 、

“国际化” 战略的综合性财富管理公司转

型，赢得了先发优势。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坚守基金公司核心竞争力

感谢评委把“金牛基金管理公司”与

6项产品大奖的殊荣颁给了华商。 第四次

站在金牛奖的颁奖台上，心情一如往昔，沉

甸甸的是奖杯，更沉甸甸的是肩负的责任。

可以说，“中国基金业金牛奖” 见证了华商

基金的每一步成长， 对我们而言， 这是肯

定，更是鞭策。

中国经济正步入转型的关键阶段，以

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

的机遇， 资本市场因此进入更为错综复杂

的历史阶段。 对成长中的基金业而言，我们

正迎来崭新的时代，各种创新层出不穷，各

种变化令人目不暇接， 公募基金行业传统

的内部均衡也正面临重构， 新的竞争者与

新业务模式不断涌现，这令我们兴奋，也促

使我们思考。

投资本身就是一件促人思考的工作，这

样的思考既立足于现在，更着眼于未来。 我

们常常想，基金业的未来是什么？ 更低的门

槛、更多的参与者、更加白热化的竞争，这是

不容回避的事实。 在新的行业格局下，基金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哪？ 我们深知，变化着

的业务模式是以更多、更好的服务贴近客户

需求，不变的则是作为投资者财富守护者的

角色和为客户创造回报的能力。在这一标准

下，规模、利润均不及市场的评价。 因此，作

为机构投资者， 不断夯实投研人员的基本

功、提升我们的专业水平，为投资者奉献理

想的回报，正是华商基金始终坚守的核心竞

争力，也是我们片刻不敢懈怠的责任。 未来，

我们会以每一个成绩作为新的起点，在更高

的平台上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为投资人财富增值保驾护航

继2012年获得 “金牛基金管理公

司” 后，农银汇理基金再次以旗下各类型

基金持续稳定的业绩表现及卓越的风险

管理能力，被评为2013年度“金牛基金

管理公司” ； 旗下农银行业成长股基、农

银中小盘股基、 农银消费主题股基因长

期丰厚的业绩回报分别获评“五年期、三

年期、2013年度股票型金牛基金” 。 这是

农银汇理人向投资者交出的又一份骄人

的成绩单。

农银汇理成立六年来， 我们始终坚持

“持有人利益至上， 诚信规范至上” 的宗

旨，优先发展投研团队，打造专业、勤奋、团

结、包容的投研队伍；同时，我们注重风险

控制和流程建设， 始终坚持追求合规风控

之下的投资业绩，用行动践行“让价值回

报成为一种习惯” 的品牌理念。

最近三年权益类基金投资业绩行业第

一、连续两年成为最年轻的“金牛基金管理

公司” ，这些荣誉都是对农银汇理过去的总

结，来自全体农银汇理人的不懈努力，更是

我们迈向未来的新起点。 我们欣喜地看到

基金业正迎来崭新的发展时期： 交易模式

的创新、营销渠道的增加，使客户群体迅速

扩大；投资标的丰富、监管模式转变，使业

务空间得到扩展； 基金行业的激情和活力

在迸发， 农银汇理也在这股浪潮中蓄势待

发，规划着更为宏伟的发展目标。 我们将一

如既往， 竭尽全力为投资人的财富增值保

驾护航。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又一年给投资者赚到了钱

感谢中证报及金牛奖评委们对华

夏基金的认可，将“金牛基金管理公

司” 的殊荣及多项产品大奖授予华夏

基金，我们倍感荣幸！如果说过去一年

华夏基金取得了一点点成绩， 那就是

在股债双熊的环境中， 为公募基金持

有人赚了160亿元， 蝉联基金公司赚

钱榜首位， 这是我们努力工作一年最

大的成就和欣慰。

回报是基金立业之本。知行合一，

华夏基金成立16年来为投资者累计

分红超过870亿元， 这些成绩主要归

功于华夏基金的投研团队， 特别是我

们敬业的基金经理。 2013年股票市场

投资环境复杂，投资难度加大，行业又

面临人才流失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的基金经理兢兢业业， 充分发挥专

业投资管理的价值， 抓住市场中结构

性的投资机会，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

投资人实现财富增值。

人才是资产管理行业的核心资

本，能否保持基金业绩长青，持续给投

资者回报，根本上取决于投研能力。华

夏基金一直把投研团队的投入和建设

视为头等大事， 多年积累形成了一个

有较强管理能力、 良好投研文化的投

研团队， 走出多位公众熟悉的杰出基

金经理，同时也不断培养出新生力量。

石可破也， 而不可夺坚； 丹可磨

也，而不可夺赤。在资产管理行业大浪

淘沙的发展历程中， 华夏基金用实实

在在的回报收获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信

任。 我们深知信任来之不易，“为信任

奉献回报” 的宗旨，已融入华夏基金

的文化和血液， 也将伴随华夏基金的

发展壮大而历久弥新、始终如一。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持续增加持有人财富

金融混业和大资管时代的开启， 互联

网强势介入， 财富管理行业面临剧烈的竞

争局面。从财富管理竞争格局看，基金业没

有突出其专业理财机构的优势， 反而在竞

争中处于相对弱势。 如何抓住改革、创新、

监管理念变化的契机，实现突破，体现专业

理财机构的特长， 是整个基金业需要深刻

思考的课题。

首先，维护持有人的利益，仅提“持有

人利益优先” 可能还不够，作为专业理财

机构，应做到保证持有人财富持续增加，这

才是基金行业， 乃至整个财富管理行业存

在的核心价值。 其次，不论改革还是创新，

基金业的存在基础只能是以良好的投资业

绩回报持有人和投资人。 再次，在市场化、

国际化、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基金业必须

提高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

银河基金始终秉持 “基金持有人利

益优先，持续增加持有人财富” 的核心价

值观， 着力提高自身的投研水平和风险

管理能力， 尽力做到持续为持有人带来

良好回报，特别是在市场低迷时，仍努力

争取为投资人贡献正收益。 经过多年努

力和积累， 银河基金在投资上形成自身

的一定特色， 投资业绩的相对优势在为

持有人带来持续回报中得到较好体现。

未来， 我们将进一步夯实基础， 强化优

势，形成自身良好的投资文化，为持有人

创造更多财富。

我们坚信，坚持持有人利益优先、为持

有人带来持续回报，凸显赚钱效应，是基金

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品格基因， 具有良好品

格的基金公司将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发

展壮大。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坚持投资人利益至上

在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成立十周年

之际， 获得“金牛基金管理公司”殊

荣，我们深感荣幸。

过去几年基金行业发展日新月

异，上投摩根立足投资管理能力，夯实

投研基础，强化投资流程，努力为投资

人奉献可持续的投资业绩。

在打造长期业绩的同时， 我们深

知，客户是资产管理业的核心，基金公

司肩负为客户管理资产的 “受信责

任” ，帮助客户达成理财目标，是基金

公司最重要的任务。因此，上投摩根始

终坚持最高标准的风险管控， 并长期

致力于投资人教育。 为保护投资人利

益，公司还在2013年多次主动限制旗

下基金规模。

十年树木，百年用心，对于过去的

成绩我们不敢自满，要传承百年基业，

未来仍需要通过持续地耕耘， 不断提

升公司品牌、产品业绩与客户服务。

随着国际化趋势和法规开放，基

金行业正进入一个崭新的纪元， 上投

摩根将坚持“投资人利益至上” 的经

营理念，依托强大股东资源，用心为客

户提供专业化、国际化、多元化的投资

理财服务。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恪尽职守 不负持有人信赖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公司强大的投

资实力再次获得认可， 此次同时捧得

三尊“金牛” ，特别是获得“金牛基金

管理公司” 殊荣，更是对公司整体实

力的肯定。

随着整个资本市场、 法规和监管

的不断完善和更加开放， 基金行业的

发展也进入高速轨道。 从1998年中国

第一只证券投资基金成立到2014年3

月， 基金业总规模已冲至3.6万亿，而

泰达宏利基金正是伴随着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的辉煌发展成长起来的。 自

2002年成立以来，泰达宏利基金始终

坚持“成长投资”的理念，着力完善成

套的投研平台和风险管理体系， 建立

和培养忠诚度高、专业、敬业的投资团

队， 努力为投资者创造长期持续的投

资回报。

截至2013年末， 泰达宏利基金

旗下共管理公募产品21只， 管理基

金资产净值为327亿元，规模排名位

列行业前1/3。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2013年泰达宏利旗下股票型产品全

部实现正收益 ， 平均收益率达

20.42%。

获得荣誉既是一种认可， 也是一

种激励。 获得认可后的泰达宏利基金

将始终恪尽职守，竭尽所能，为投资者

创造持续优良的回报， 继续为我们所

追求的目标———“财智分享， 合赢人

生” 努力，不辜负每一位持有人的托

付与期待。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探索未来发展“主线”

再次捧起“金牛奖” 的奖杯，能够

感受到这份殊荣中饱含的激励， 以及

投资人殷切的希望和嘱托。

2014年是中国经济洗尽铅华、深

入战略转型的一年。 “克强经济学”

强调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 、摒弃

过往以“GDP论英雄” 、充分尊重市

场的决定性作用。 当国家抓住“调结

构、改善民生” 的主线，并开启理性

发展的新局面时，我们基金行业同样

需要“反躬自身” ，探索未来发展的

“主线” 。

回顾过去的一年，中国基金行业

变局迭现，从大资管启幕机构混业竞

争，到互联网金融冲击波来袭，货基

T+0利率市场化进程演进，再到基金

非公募业务逆袭，内生与外生因素的

多重角力激荡丛生，重塑着基金行业

的生态格局。

对于交银施罗德而言， 我们希望

既能在大资产管理的浪潮中乘风破

浪， 也要在中国式温和增长中顺势而

为。公司成立以来，交银施罗德悉心沉

潜，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锻造公

司投资研究的能力，加强人才引进、优

化定位分工、细化考核机制，构建起了

严谨、 高效的投资研究核心流程和组

织架构。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 ” 交银施罗德将努力在更广阔

的资产管理领域里， 一如既往地为投

资人提供合适的产品、 创造持续丰硕

的回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创造价值回报 持续财富增值

感谢中证报与金牛奖评委的厚

爱，中银基金再次捧起“金牛基金管

理公司” 奖杯，旗下中银中国基金连

续五次荣获“混合型金牛基金奖” ，中

银收益基金蝉联 “混合型金牛基金

奖” ，中银双利基金也首次荣获“债券

型金牛基金奖” 殊荣。沉甸甸的荣誉，

是对中银基金的肯定与鼓励， 也是鼓

舞中银基金奋发拼搏的动力。 我们深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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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资管”时代的大幕已然开启。百

舸争流、千帆竞逐，基金业要在大资管时

代脱颖而出，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最根

本的是坚持投资者利益为先， 努力为投

资者创造持续的回报。 要实现这一目标

的关键是： 必须坚持长期投资和价值投

资的理念，追求优异的中长期投资业绩；

必须完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建立文

化认同、优势互补、高效协作和开放分享

的优秀投研团队； 必须构建完善的投研

制度流程以及风险防范和监控体系，保

证业绩的可持续和可复制。 这样才能建

立基金业的核心能力和优势。

今年恰逢中银基金成立十周年。十

年来，中银基金建立培养了一支忠诚度

高、专业、敬业的投研团队，以优异的业

绩为持有人实现了持续的财富增值，赢

得越来越多投资者的青睐与肯定。展望

未来，中银基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把投

资者利益放在首位，勤勉尽责，为广大

投资者提供专业化的投资理财服务，努

力成为投资者信赖的财富管理机构。

景顺长城基金总经理 许义明 华夏基金总经理 滕天鸣

嘉实基金总裁 赵学军

华商基金总经理 王锋

中银基金执行总裁 李道滨

泰达宏利基金总经理 刘青山

银河基金总经理 尤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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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摩根基金总经理 章硕麟

农银汇理董事长 刁钦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