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大金牛基金公司获奖感言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打造多策略投资精品店

感谢评委会对中欧基金的肯定和

鼓励，将“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与“特

别贡献奖”两大殊荣授予中欧基金。这

是中欧基金自2014年改制以来， 第二

次获得“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的奖项，

我们备受鼓舞，又深感任重道远。

2014年4月，中欧基金成为新《基

金法》颁布以来，国内首家成功实现股

权改革的公募基金管理人。 机制的改

变确实极大地释放了效率。 经过近两

年的实践， 中欧基金逐步建立起十大

策略组， 仿效海外百年投行和优秀资

产管理公司的经验， 初步构建出一个

能够代代传承下去的“合伙人” 制度，

以此来保障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

在坚持 “多策略投资精品店” 的

路上，中欧基金始终如一，把对长期业

绩的追求放在首位。 长期投资业绩是

中欧的生命线，精品店是我们的梦想。

中欧基金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因此，我们决心真正地站在投资

者的角度，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不急不

躁地把长期业绩做好， 把客户服务做

好。我们怀揣工匠精神，在投资团队、投

资文化、 投资流程等各个方面不断雕

琢，希冀将梦想变成现实。

金牛奖是对中欧基金未来发展的

鞭策与期望， 也源于广大基金持有人、

各领域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一直以来

的信任和支持。并衷心感谢金牛奖评委

以专业、客观、公正的评价，使得长期投

资和价值投资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注为您 建设财富生活

感谢中证报和金牛奖评委再次将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的殊荣和多项产

品大奖颁发给我们，可谓是公司发展成

绩的全面总结和最佳诠释。面对荣誉我

们深感荣幸，更感受到来自几百万投资

人的长期信任和殷切期望。

在这个大资管混业经营、 行业竞争

不断加剧的时代， 建信基金承载着广大

客户的财富管理梦想， 在股东的支持和

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实现了业务范

围的多元化以及资产管理规模的持续提

升； 形成了较为科学的投资管理流程和

风险管控体系，取得了日趋向好的投资业

绩；打造了稳健的经营风格，业务发展稳

中求进；更重要的是积累了良好的社会口

碑，得到了广大投资者的青睐和认可。

“十三五” 时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

级的关键阶段。为把握时代脉搏，建信基

金“以转型求生存，以创新谋发展” ：在

发展的内涵上， 向全面的资产管理公司

转型；在投研的体系上，整合公司内外的

专业力量，搭建富有特色的投研平台；在

营销的模式上，向依靠大数据和“互联网

+”营销转型；在价值创造上，向上下游、

境内外、价值链全方位联动投资转型。

作为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建信基金

将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以市场为导

向，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风险

控制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努力打造国际

一流的资产管理公司，致力于为社会作出

更大贡献，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为更

多的投资者创造更美好的财富生活。

中欧基金总经理 刘建平 建信基金总裁 孙志晨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注资产管理 不断追求卓越

非常感谢中证报将“金牛基金管理

公司” 、“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

胜金牛基金” 、“2015年度开放式混合

型金牛基金” 的荣誉授予长盛基金；金

牛奖被誉为基金业的奥斯卡奖， 这3个

奖项的殊荣是对我们过去努力的肯定

和鼓励。 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厚爱，

以及广大基金持有人的信任和支持。

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了“工匠精神” ，这种“工匠精神”的一

个重要特性就是需要“专注” 。“专注”

体现资产管理领域，包括在公司业务发

展上， 要心神专一做好自己擅长的领

域，不能随波逐流；在产品设计方面，要

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投资者设

计出适应不同市场环境、满足不同投资

者多元化需求的理财产品；在产品管理

上，要求专业、持久，不仅要达到尽责勤

勉基本要求， 还要发挥专业管理的强

项，不断追求卓越。 我们坚信，“专注”

到位了，无论面对什么市场环境，都更

容易为投资者带来良好的正收益。

良好的正收益，是我们长盛基金公

司不断追求的目标。我们凭借专业判断

灵活调整仓位，控制风险；我们淡化短

期消息和市场波动干扰， 通过深入调

研，精选投资标的；我们将逐步完善止

损机制，保护投资者的根本利益。

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 持之以恒

以“专注” 的工匠精神为投资者提供

专业的服务， 为投资者带来更加丰厚

的回报。

长盛基金总经理 周兵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诚信为本 客户至上

感谢评委会又一次将 “金牛基金

管理公司” 奖授予银河基金，对我们而

言，这是一份殊荣。 这份荣誉饱含着各

界的厚爱与支持，更饱含着广大基金持

有人的信任与理解。我们清楚这个奖杯

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期许和鼓励。

银河基金有着良好的前进基础。股

东实力雄厚，并且对公司改革与发展的

支持不遗余力；作为“好人举手” 机制

成立的首家基金公司，历经牛熊、饱经

风雨，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公司在

投研队伍建设和投研工作上都颇有心

得，也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赢得了认同和

信任；银河基金“长跑健将”的形象，也

得益于“稳中求进” 的理念和文化。

然而，优势只是前进的基础，成绩只

能代表过去。 优势和成绩带给我们的只

能是鞭策和必须更加奋然前行的动力。

首先，真心诚意，强化角色定位。把“诚

信为本、客户至上” 的理念深深扎根于

心中，外化于一点一滴的行动。其次，专

业为要。永远以不断进取的饱满姿态来

对待专业，用一流的技术和创新来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服务客户的水平。第

三，以创造价值为目标，稳中求进，坚决

克服急躁和投机心理， 与客户同成长。

第四，以优良的体制机制确保平稳增长

和长远发展。

面对支持和信任，我们将以临深履

薄的虔敬，倾尽我们的忠诚、勤勉和专

业。今天，我们捧回了这沉甸甸的信任，

明天我们将奉献您更精彩的未来。

银河基金总经理 刘立达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提升多元管理能力 打造资产配置平台

过去一年市场主体经历了一次难

忘的洗礼和考验。此次能获得“2015年

度金牛基金公司” 的殊荣，对广发基金

来说更是一种鞭策。

随着居民财富的不断增加，不同的

投资者在风险偏好和财富管理方面的

需求更加多元化； 在不同的经济周期

中， 各类资产的收益情况也各尽不同，

因此，具备多元投资能力的市场主体将

更具有竞争力。

在此趋势中， 广发基金积极应变，

在初期打造主动权益细分市场品牌的

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锻造多元投资能

力。公司旗下主动权益基金形成了多样

化投资风格，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均有不

俗表现； 固定收益基金规模稳步扩张，

产品线丰富，业绩优秀；指数基金产品

线覆盖全面、风格多元，并致力于打造

业内最齐全的ETF提供商；量化对冲投

资品种丰富、策略多样化，也已积累超

过5年的投资经验且业绩持续优秀，同

时，公司在业内首开大数据策略投资先

河，并不断夯实数据策略投资能力。 此

外， 公司搭建了齐全的海外产品线，多

次问鼎海外投资业绩冠军。

通过近年来的着力布局，广发基金

产品线逐步完善，多元投资能力架构初

显，宏观策略研究能力逐渐增强。未来，

广发基金将继续创新进取，打造资产配

置平台，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专业、稳健

的投资服务，并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

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做资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以客观、公

正、专业赢得了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认可，被誉为中国基金业的奥斯

卡奖。非常感谢中证报及各位专业评审

将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被动投资

金牛基金公司” 、“2015年度开放式债

券型金牛基金” 、“2015年度开放式指

数型金牛基金” 四项大奖授予南方基

金，这是对我们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这

一核心理念的充分肯定。

资本市场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驱动力， 具有服务和支持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作用，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

力的转换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大量的投资

机会。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

金行业应当紧紧抓住资本市场改革和发

展的契机， 参与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

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南方基金秉承不断追求卓越的理

念，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

供更好的产品和专业服务， 兢兢业业，

勤勉尽责，致力成为资产管理整体解决

方案提供商，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增长和

居民收入的提高。

我们深知对基金公司而言，为客户

创造价值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和根本，肩

上的责任和使命要求我们将获得的荣

誉作为再次出发的起点。 未来，我们将

一如既往地坚持一切为了客户，以更加

优秀的业绩和更加完善的服务回馈客

户的信任，为客户资产的保值增值保驾

护航，做受人敬重的理财专家。

南方基金总经理 杨小松 广发基金总经理 林传辉

富国基金总经理 陈戈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雨兼程 砥砺前行

非常感谢中证报再次将 “金牛基

金管理公司” 的荣誉颁给宝盈基金，以

及宝盈核心优势混合与宝盈资源优选

混合荣获 “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

优胜金牛基金” 、宝盈新价值混合荣获

“2015年度开放式混合型金牛基金” 。

金牛奖是业内的权威奖项，每一座沉甸

甸的金牛奖奖杯，都代表着社会各界对

宝盈的认可与期冀，我们倍感珍惜。

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我们将

继续勤勉尽责，力争不断超越，为持有

人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做出不懈努力。

2015年， 是宝盈基金成立以来成

绩较为显著的一年， 公司在管理能力、

资产规模、收入和利润等方面均获得了

快速发展———公司连续三年资产管理

能力在全行业排名前20位； 连续三年

资产管理规模翻番，跻身中大型基金管

理公司； 连续三年经营收入和利润翻

番，创造了人均收入和人均利润的新标

杆。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位投资

者的信任和在座各界媒体伙伴们的大

力支持。 正是这份信任与托付，让我们

不惧风雨兼程，始终砥砺前行。

好的公司治理是为客户创造财富的

根本保证， 我们将秉承“投资者利益至

上”的首要原则，顺应形势变化，注重风险

管理，夯实发展基础。 我们谨记：直面困

难、卸下包袱、加固平台、稳健发展，始终

坚持“研究创造价值， 风险管理创造收

益”的理念，通过打造投研一体化平台，力

争为投资人创造持续良好的投资回报。

宝盈基金总经理 汪钦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用品牌形成优势壁垒

对富国基金来说，2015年是个非

常重要的里程碑。 这一年中，富国基金

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规模有了突破性

增长，创下公司历史新高；同时旗下基

金产品业绩普遍表现出色。

数据上来看，富国旗下既有权益类

产品在各自分类里业绩名列前茅，也有

指数类产品在指数基金领域里规模的

一枝独大， 还有港股QDII和定期开放

纯债这种在细分条线里的靓丽表现。业

绩的背后，有富国基金多年来对人才的

梯度培养和对产品设计的精雕细琢，也

有对市场机会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此次获得公司与多只单项产品的

金牛奖项，是专业评价机构对公司投资

能力的认可，也是全市场对公司过去一

年努力的肯定，更是对富国未来工作的

一种鞭策。 品牌来自于核心竞争力：一

是公司长期为客户创造价值所带来的

认同感和信赖感， 二是公司的经营、人

才、投资能力、渠道资源和客户、企业文

化等综合实力的积累。这种积累使公司

在市场竞争的关键时间点上抓住机会，

进而形成业务优势壁垒。

核心基础团队的稳定， 以及后备人

才梯队培养是公司的优势得以发挥的重

点所在。 未来， 富国将依然强调深度研

究，强调团队配合，强调投资的基本面逻

辑， 强调风险控制， 同时继续坚持在权

益、固定收益、量化投资这三驾马车上齐

头并进，滚动发展的业务方针，向比肩国

际一流的资产管理公司方向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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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心系持有人 不负所托

在这次金牛奖评选中，华商基金第

四次被评为“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旗

下华商动态阿尔法、华商价值精选基金

双双被评为 “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

续优胜金牛基金” ，华商优势行业基金

也首次被评为 “2015年度开放式混合

型金牛基金” 。 这些都是对华商基金投

资业绩的肯定与鼓励。

华商基金刚刚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可

以说，过去的十年，是中国股市快速发展

的十年，中国的基金行业也经历了一个从

小到大，从粗放到成熟的发展历程，资产

规模和产品数量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公募

基金的投资范围不断扩大，投资工具不断

丰富，投资者逐渐成熟，资产配置趋于理

性，行业开放与竞争格局初具雏形，在我

国资本市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优化资源配置， 助力企业成长，为

投资者创造财富” ，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 作为机构投资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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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正是华商基金始终坚守的核心竞争力。

对华商基金而言，我们的每一次成

长与进步都与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密

不可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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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未来，我们将以过去的成绩作为新的

起点，与中国经济一起重新出发，扎实

推进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让投资者充

分分享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中长期发

展的丰硕果实。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基金

刚刚过去的2015年， 在中国资本

市场发展史上肯定是具有标本意义的

一年，很荣幸，兴业全球基金能获得中

证报及各位专业评委的认可，再次获得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的荣誉，这也是

过去9年中我们第7次获得这项殊荣。

市场的大幅波动也导致了投资者账

面财富的大起大落， 不过如果从总体的

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 股市财富的

最终创造源泉在于上市公司的经营创

造，脱离了这一根源，无论是资金驱动或

是乐观情绪驱动还是政策引领的股市上

涨，都只是账面财富的变幻，最终只是不

同投资者之间的财富博弈和再分配。 如

果我们正确认识股市财富的本源， 为投

资者创造财富着想的顶层设计应该做的

是：夯实上市公司基础，让更多优秀的公

司上市， 让已经失去价值创造能力的企

业退市； 严格监管避免大股东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完善公司治理，规避经营层侵

蚀股东利益；让股票有充足的供应，让市

场的投资者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入公司

的股票，进而随企业的成长而积累财富。

确保基础资产可以稳定长期地为投资者

提供价值创造。

我们认为资产管理机构存在的价

值就在于以专业精神深度挖掘行业及

公司的投资价值，以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 来锤炼我们的专业技能，打造我

们的优质产品，兴业全球基金将把这种

工匠精神沉浸在企业的血液之中，成为

公司的重要“品格” 。

华商基金总经理 梁永强 兴业全球基金总经理 杨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