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大金牛基金公司获奖感言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聚焦核心能力建设 以长期业绩回报信任

非常感谢金牛奖评委的认可，授予富国基金“金牛基金管理公司”荣誉，这是富国基金第十次摘得“金牛公司”桂冠，这也是我们连续三年荣获该项大奖。 荣誉是对过去成绩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将加倍努力，力争为投资者创造长期回报。

公募基金行业的长远发展，需要处理好规模与质量、高增长与可持续的关系。 以持有人利益为先，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这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富国基金将聚焦核心能力建设，坚持规模增长与投研能力相匹配的经营理念，贯彻“深入研究、自下而上、尊重个性、长期回报”十六字方针，努力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强化资产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与优秀的同行一道，承担起公募基金的社会责任。

随着居民投资理财需求的日益增长，资管行业有望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具备投研实力的资管机构将大有可为。 展望未来，富国基金将秉承“为持有人持续创造价值”的初心，继续提升核心能力、重视人才培育、锻造投研平台，迎接资管行业的美好未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坚持投资为民 加快高质量发展

非常感谢中国证券报及金牛奖的评委对工银瑞信基金的认可，将“金牛基金管理公司”的殊荣和多项产品大奖授予工银瑞信基金，我们深感荣幸。 沉甸甸的荣誉既是对工银瑞信秉持“投资为民”理念的肯定与鼓励，更是我们持续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更优投资回报的鞭策和动力。

工银瑞信成立十七年来，我们始终坚守受托责任，履行信义义务，坚持“投资者利益至上”原则，持续提升投研专业能力，为客户创造良好的长期投资回报；我们始终坚持“稳健为基”，强化风险防控，为客户提供稳健的投资管理服务；我们始终坚持“服务至上”，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投资者多元化需求，与广大投资者共同成长。目前管理资产总规模已达1.8万亿元，服务客户数量超过7700万户，累计为客户创造近5000亿元投资回报。近年来，在持续巩固固收投资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权益投研能力也实现显著提升，两年、三年、五年主动权益类基金绝对收益、超额收益均居行业前列。

工银瑞信将继续强化作为国有控股大型基金公司的责任与担当，深入践行“稳健投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绿色投资”理念，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投研专业能力，扎实做好优质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努力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更优异的投资回报，共创可持续、共富裕的美好未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作为我国公募基金行业的权威奖项，金牛奖在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再获金牛，我们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重大。

《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重点强调了坚持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发展原则，这既是行业设立的初心，亦是行业前进的使命，更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增强持有人的投资获得感，既要练好投资管理的专业内功，以良好的业绩回报持有人的信任，也要做好投资者教育和陪伴，引导更长期、理性的投资行为和理财方式，让更多投资者借助基金这一普惠金融工具，切实分享到我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另一方面 ，我们要大力发展养老金融，助力提升国民养老保障水平。 当前，解决养老问题成为国家、社会、个人面临的共同考验 。 公募基金需要更积极地承担责任，参与养老第三支柱建设，促进养老服务体系的持续完善和养老资金的稳健增值。

未来，广发基金将在公司战略层面坚定贯彻“从客户需求出发、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全面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持续优化客户体验，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资产管理服务，力争为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和国民养老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夯实本源 稳健前行

衷心感谢中国证券报将“金牛基金管理公司”和“金牛卓越回报奖”两大重磅奖项授予农银汇理基金，也感谢广大持有人长期以来的支持和信任。 这是对农银汇理长期践行“持有人利益至上，诚信规范至上”价值观的肯定。

推动基金业高质量发展是全行业的共同责任，农银汇理坚守诚信专业、智慧管理、创造价值、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通过专业投资，服务实体经济，实现财富增值，帮助投资人提升生活品质，是农银汇理一直以来的职责与使命。

作为国有大型银行控股子公司，农银汇理依托农行在宏观研究和产业行业研究方面的优势，前瞻性开展研究布局，在长期坚持价值投资的战略引领下，迎来了投资业绩与规模的双发展。

未来，农银汇理将积极落实《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大产品和业务创新力度，加强风控合规管理，切实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金融为民是公募基金应有的担当，农银汇理将着力打造团队化、平台化、一体化的投研体系，以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为导向，努力实现可持续的稳健业绩回报，不断深化投资者权益保护，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打造专业能力 与投资者共享成长

非常感谢金牛奖评委及主办方对信达澳亚基金的认可，将“金牛基金管理公司”“金牛卓越回报奖”“五年期持续优胜金牛”这三项至高荣誉授予我们，也感谢持有人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

中国经济正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开局，公募基金行业作为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引导居民储蓄和社会资金进入企业的创新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是公募基金与生俱来的使命，也是我们对持有人未敢忘却的承诺。 身处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时代，我们深知责任之重，托付之殷。 这些年，信达澳亚基金围绕投研能力和企业文化建设两个方向不断努力：打磨投研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坚持价值投资的基本理念，明晰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 大比例投入金融科技，构建更加科学完善的投研体系；以成就客户为己任，遵循“慢即是快，少即是多”的企业文化，以最优的方式实现客户的长期利益。

今天，信达澳亚取得了一些成绩，收获了更多投资者的认可。 我们备感荣幸，也如履薄冰。 我们知道，要持续收获客户的信任与认可，未来的路还很长，需要我们对公司长期的制度建设做出更多的努力。 信达澳亚基金当不负时代之幸，不负持有人之托，以更好的专业能力、更优的业绩回报广大持有人。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时久而美 善作善成

“时久而美” ，从2003年到2022年，成立十九年以来兴证全球基金已累计12次荣膺“金牛基金管理公司”称号，我们深感荣幸，感谢中国证券报及各位评委的认可，更感谢一路以来支持信赖我们的持有人。

基金行业正从高速发展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提升质量的关键要义，就在于提高客户获得感。 为此，兴证全球基金将不断努力：投研方面，坚持风控为先，营造长期主义的文化与机制，持续锻造投研核心竞争力；产品方面，摒弃规模诉求，继续坚持产品“精品策略” ，并聚焦投资者真实需求，推动权益类、固收类产品发展，完善FOF等产品线，开发适配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基金产品；营销方面，重视投资者的长期陪伴，以优质的营销服务匹配投资者的真实需求，大力开展投资者教育，并通过发展基金投顾业务，推动公募基金销售体系变革，解决基金投资的“最后一公里”难题；社会责任方面，积极倡导践行责任投资理念、绿色投资理念，并与行业同仁共同践行公益事业。

“善作善成” ，就是要以善良之心，以好的方式、方法来获得好的结果，互相成就。 兴证全球基金在过往十九年的经营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投资者利益为先，未来也将始终心怀客户，为持有人的美好明天而前行。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坚持高质量发展 不负时代所托

很荣幸易方达基金能够在本届金牛奖评选中获得多项大奖，感谢评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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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资产配置需求不断释放，需要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公募基金需要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这要求提高投资者切切实实的获得感。 而“基民赚钱”的前提是“基金赚钱” ，为此，公司必须持续加强投研核心能力建设，重视打造风险收益特征清晰稳定的基金产品线，同时加强投资风险管理，从基金产品层面整体实现较好的长期投资收益。

在“基金赚钱”的基础上，要实现“基民赚钱”的目标，首先，必须真心诚意地开展投资者教育，让投资者明明白白买基金。 其次，持续加强客户服务与陪伴。 可以探索建立基金投资的专职顾问队伍，提供及时、持续的顾问服务，增强客户陪伴，加强资产类别配置、期限配置、国别配置的顾问服务与行为引导，改善客户投资体验。 第三，推出适合投资者不同风险收益需求的FOF产品，并推广这类FOF产品的定投。

易方达基金将始终坚持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努力打造“基金赚钱”和“基民赚钱”的能力，推动行业发展与投资者利益同提升、共进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坚持做长期正确的事 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衷心感谢金牛奖评委的认可，也感谢广大持有人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能够第9次荣获“金牛基金管理公司”这一殊荣，我们备感荣幸和珍惜。

近期一系列政策出台，为公募基金管理人践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求我们始终将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建立健全投资体系，提高风险管控能力，优化公司经营模式。 以往，银华基金经过不断探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投研体系，建立了投委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团队制和专家制。 近年来，我们更是积极探索投研体系工业化建设，力争进一步提升投资业绩的稳定性，扩大管理边际。

在提升服务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投资者教育，影响投资者认知和行为模式，在顺人性的基础上设计出更好的产品；开发投资者线上辅助投资工具；大力发展买方投顾等方式，帮助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理念，克服行为偏差，改善盈利体验。

对于一家公募基金公司来说，21年的历史和万亿规模，证明了我们曾经的坚持，也意味着我们将肩负起更加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未来，期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增强投资人的获得感，帮助他们实现财富增值———这也是我们坚持要做的最正确的事。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做正确的事 以专业专注赢得信任和尊重

在公司成立十七周年之际，交银施罗德基金第7次荣膺“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对于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和认可，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经过十七年的发展，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募非货管理规模在二季度末超过4000亿元，累计服务投资者超过4000万人。 十七年来，我们以持有人利益为核心，秉持“专注做好投资、用心做好陪伴”的发展理念，凝聚投研优势，恪守能力边界，重点布局权益、固收、固收+及FOF四大业务方向，用我们的专业和专注，不断为持有人创造更多价值。

今年4月，《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用16条举措清晰擘画了基金行业的未来蓝图。 公募基金与投资者的“连接点”是基金产品，通过使产品设计更加精准、风险收益特征更加稳定，持续提升产品辨识度，提高投资者对公募基金的信任感，是“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痛点的求解之道。

以专业专注赢得信任与尊重，这条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做正确的事情，回报会比想象中来得更早、更快。 交银施罗德基金将始终坚持责任投资，不负使命，共同推动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 希望下一个公募基金的二十年，是老百姓能不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的二十年。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长线思维为投资者打造长期业绩

在中国基金业迈入而立之年之际，中欧基金有幸连续第8年捧起“金牛基金管理公司”的奖杯，并摘获两项金牛产品大奖。 与金牛奖的长期主义理念一样，中欧基金一路坚持“聚焦长期投资业绩” ，沉下心来做“主动投资精品店” 。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中流砥柱、普惠金融的实践先锋，公募基金已然承担起管理大规模资金的历史重任。同时，公募基金行业的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短期导向，以超级个体为核心的生产方式，转向追求长期稳定收益，强调投研体系化、平台化的生产方式。基于深度研究和团队协作的“研究驱动”（research-driven）生产力将有效助力投研生产方式的转型，中欧基金在2018年就总结出“4P+1C”的投研发展理念，即Philosophy（理念）、Process（流程）、Platform（平台）、People（人才），再加上Culture（企业文化）。目前，公司投研团队已高度统一“长线基本面”投资理念，通过流程标准化助推统一投研“语言体系”，打造高效率的开放式投研平台，人才无疑是核心竞争力，而企业文化则能帮助解决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

未来，中欧基金将持续发挥人才和平台优势，坚持扎实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强化投研流程化及团队协作，通过打造高效开放的投研平台，不断提升投资能力，努力为投资者带来理想的长期投资回报。

十大金牛基金公司获奖感言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坚持高质量发展 不负时代所托

很荣幸易方达基金能够在本届金牛奖评选中获得多项大奖，感谢评委会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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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资产配置需求不断释放，需要打造

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公募基

金需要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这要求提高投资者切切实实的获得感。 而“基民赚

钱” 的前提是“基金赚钱” ，为此，公司必须持续加强投研核心能力建设，重视打造

风险收益特征清晰稳定的基金产品线，同时加强投资风险管理，从基金产品层面整

体实现较好的长期投资收益。

在“基金赚钱” 的基础上，要实现“基民赚钱” 的目标，首先，必须真心诚意地开

展投资者教育，让投资者明明白白买基金。 其次，持续加强客户服务与陪伴。 可以探

索建立基金投资的专职顾问队伍，提供及时、持续的顾问服务，增强客户陪伴，加强

资产类别配置、期限配置、国别配置的顾问服务与行为引导，改善客户投资体验。 第

三，推出适合投资者不同风险收益需求的FOF产品，并推广这类FOF产品的定投。

易方达基金将始终坚持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努力打造“基金赚钱” 和“基民

赚钱” 的能力，推动行业发展与投资者利益同提升、共进步。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打造专业能力 与投资者共享成长

非常感谢金牛奖评委及主办方对信达澳亚基金的认可，将“金牛基金管理公

司”“金牛卓越回报奖”“五年期持续优胜金牛” 这三项至高荣誉授予我们，也感

谢持有人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

中国经济正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开局， 公募基金行业作为资本市场的中坚

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引导居民储蓄和社会资金进入企业的创新发展中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受人之托，代人理财” 是公募基金与生俱来的使命，也是我们对持

有人未敢忘却的承诺。 身处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时代， 我们深知责任之

重，托付之殷。 这些年，信达澳亚基金围绕投研能力和企业文化建设两个方向不断

努力：打磨投研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坚持价值投资的基本理念，明晰基金经理的投

资风格。大比例投入金融科技，构建更加科学完善的投研体系；以成就客户为己任，

遵循“慢即是快，少即是多” 的企业文化，以最优的方式实现客户的长期利益。

今天，信达澳亚取得了一些成绩，收获了更多投资者的认可。我们备感荣幸，也

如履薄冰。我们知道，要持续收获客户的信任与认可，未来的路还很长，需要我们对

公司长期的制度建设做出更多的努力。信达澳亚基金当不负时代之幸，不负持有人

之托，以更好的专业能力、更优的业绩回报广大持有人。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长线思维为投资者打造长期业绩

在中国基金业迈入而立之年之际，中欧基金有幸连续第8年捧起“金牛基金管

理公司” 的奖杯，并摘获两项金牛产品大奖。 与金牛奖的长期主义理念一样，中欧

基金一路坚持“聚焦长期投资业绩” ，沉下心来做“主动投资精品店” 。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中流砥柱、普惠金融的实践先锋，公募基金已然承担起管理

大规模资金的历史重任。 同时，公募基金行业的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从

过去短期导向，以超级个体为核心的生产方式，转向追求长期稳定收益，强调投研体系

化、平台化的生产方式。基于深度研究和团队协作的“研究驱动”（research-driven）

生产力将有效助力投研生产方式的转型，中欧基金在2018年就总结出“4P+1C”的投

研发展理念，即Philosophy（理念）、Process（流程）、Platform（平台）、People

（人才），再加上Culture（企业文化）。目前，公司投研团队已高度统一“长线基本面”

投资理念，通过流程标准化助推统一投研“语言体系” ，打造高效率的开放式投研平

台，人才无疑是核心竞争力，而企业文化则能帮助解决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

未来，中欧基金将持续发挥人才和平台优势，坚持扎实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强

化投研流程化及团队协作，通过打造高效开放的投研平台，不断提升投资能力，努

力为投资者带来理想的长期投资回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坚持做长期正确的事 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衷心感谢金牛奖评委的认可，也感谢广大持有人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能

够第9次荣获“金牛基金管理公司”这一殊荣，我们备感荣幸和珍惜。

近期一系列政策出台， 为公募基金管理人践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

径。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求我们始终将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建

立健全投资体系，提高风险管控能力，优化公司经营模式。 以往，银华基金经过不

断探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投研体系，建立了投委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团队

制和专家制。 近年来，我们更是积极探索投研体系工业化建设，力争进一步提升投

资业绩的稳定性，扩大管理边际。

在提升服务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投资者教育，影响投资者认知和行为模式，在

顺人性的基础上设计出更好的产品；开发投资者线上辅助投资工具；大力发展买

方投顾等方式，帮助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理念，克服行为偏差，改善盈利体验。

对于一家公募基金公司来说，21年的历史和万亿规模， 证明了我们曾经的坚

持，也意味着我们将肩负起更加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未来，期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

力，增强投资人的获得感，帮助他们实现财富增值———这也是我们坚持要做的最

正确的事。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时久而美 善作善成

“时久而美” ，从2003年到2022年，成立十九年以来兴证全球基金已累计12

次荣膺“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称号，我们深感荣幸，感谢中国证券报及各位评委的

认可，更感谢一路以来支持信赖我们的持有人。

基金行业正从高速发展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提升质量的关键要义，

就在于提高客户获得感。 为此，兴证全球基金将不断努力：投研方面，坚持风控为

先，营造长期主义的文化与机制，持续锻造投研核心竞争力；产品方面，摒弃规模

诉求，继续坚持产品“精品策略” ，并聚焦投资者真实需求，推动权益类、固收类产

品发展，完善FOF等产品线，开发适配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基金产品；营销方

面，重视投资者的长期陪伴，以优质的营销服务匹配投资者的真实需求，大力开展

投资者教育，并通过发展基金投顾业务，推动公募基金销售体系变革，解决基金投

资的“最后一公里” 难题；社会责任方面，积极倡导践行责任投资理念、绿色投资

理念，并与行业同仁共同践行公益事业。

“善作善成” ，就是要以善良之心，以好的方式、方法来获得好的结果，互相成

就。 兴证全球基金在过往十九年的经营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投资者利益为先，

未来也将始终心怀客户，为持有人的美好明天而前行。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作为我国公募基金行业的权威奖项， 金牛奖在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再获金牛，我们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重大。

《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重点强调了坚持以投资者

利益为核心的发展原则，这既是行业设立的初心，亦是行业前进的使命，更是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增强持有人的投资获得感，既要练好

投资管理的专业内功，以良好的业绩回报持有人的信任，也要做好投资者教育和

陪伴，引导更长期、理性的投资行为和理财方式，让更多投资者借助基金这一普惠

金融工具，切实分享到我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另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养老金融，助力提升国民养老保障水平。 当前，解

决养老问题成为国家、社会、个人面临的共同考验。 公募基金需要更积极地承担

责任，参与养老第三支柱建设，促进养老服务体系的持续完善和养老资金的稳健

增值。

未来，广发基金将在公司战略层面坚定贯彻“从客户需求出发、为客户创造价

值” 的理念，全面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持续优化客户体验，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资

产管理服务，力争为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和国民养老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做正确的事 以专业专注赢得信任和尊重

在公司成立十七周年之际，交银施罗德基金第7次荣膺“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

对于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和认可，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经过十七年的发展，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募非货管理规模在二季度末超过4000

亿元，累计服务投资者超过4000万人。 十七年来，我们以持有人利益为核心，秉持

“专注做好投资、用心做好陪伴” 的发展理念，凝聚投研优势，恪守能力边界，重点

布局权益、固收、固收+及FOF四大业务方向，用我们的专业和专注，不断为持有人

创造更多价值。

今年4月，《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用16条举

措清晰擘画了基金行业的未来蓝图。 公募基金与投资者的“连接点” 是基金产品，

通过使产品设计更加精准、风险收益特征更加稳定，持续提升产品辨识度，提高投

资者对公募基金的信任感，是“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痛点的求解之道。

以专业专注赢得信任与尊重，这条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做正确的事情，回

报会比想象中来得更早、更快。交银施罗德基金将始终坚持责任投资，不负使命，共

同推动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希望下一个公募基金的二十年，是老百姓能不断

提升幸福感、获得感的二十年。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聚焦核心能力建设 以长期业绩回报信任

非常感谢金牛奖评委的认可，授予富国基金“金牛基金管理公司” 荣誉，这是

富国基金第十次摘得“金牛公司”桂冠，这也是我们连续三年荣获该项大奖。 荣誉

是对过去成绩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将加倍努力，力争为投资者创造长

期回报。

公募基金行业的长远发展，需要处理好规模与质量、高增长与可持续的关系。

以持有人利益为先，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这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富国

基金将聚焦核心能力建设，坚持规模增长与投研能力相匹配的经营理念，贯彻“深

入研究、自下而上、尊重个性、长期回报” 十六字方针，努力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强

化资产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与优秀的同行一道，承担起公募基

金的社会责任。

随着居民投资理财需求的日益增长，资管行业有望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具备投研实力的资管机构将大有可为。 展望未来，富国基金将秉承“为持有人持续

创造价值”的初心，继续提升核心能力、重视人才培育、锻造投研平台，迎接资管行

业的美好未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坚持投资为民 加快高质量发展

非常感谢中国证券报及金牛奖的评委对工银瑞信基金的认可，将“金牛基金

管理公司”的殊荣和多项产品大奖授予工银瑞信基金，我们深感荣幸。 沉甸甸的荣

誉既是对工银瑞信秉持“投资为民”理念的肯定与鼓励，更是我们持续为广大投资

者创造更优投资回报的鞭策和动力。

工银瑞信成立十七年来，我们始终坚守受托责任，履行信义义务，坚持“投资者利

益至上”原则，持续提升投研专业能力，为客户创造良好的长期投资回报；我们始终坚

持“稳健为基” ，强化风险防控，为客户提供稳健的投资管理服务；我们始终坚持“服

务至上”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投资者多元化需求，与广大投资者共同成长。 目前

管理资产总规模已达1.8万亿元，服务客户数量超过7700万户，累计为客户创造近5000

亿元投资回报。近年来，在持续巩固固收投资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权益投研能力也实现

显著提升，两年、三年、五年主动权益类基金绝对收益、超额收益均居行业前列。

工银瑞信将继续强化作为国有控股大型基金公司的责任与担当，深入践行“稳健

投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绿色投资”理念，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

投研专业能力，扎实做好优质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强化投资者权益保

护，努力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更优异的投资回报，共创可持续、共富裕的美好未来。

易方达基金

总经理 刘晓艳

中欧基金

董事长 窦玉明

农银汇理基金

总经理 程昆

信达澳亚基金

总经理 朱永强

交银施罗德基金

总裁 谢卫

银华基金

总经理 王立新

富国基金

总经理 陈戈

兴证全球基金

总经理 庄园芳

工银瑞信基金

总经理 高翀

广发基金

董事长 孙树明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夯实本源 稳健前行

衷心感谢中国证券报将“金牛基金管理公司”和“金牛卓越回报奖”两大重磅

奖项授予农银汇理基金，也感谢广大持有人长期以来的支持和信任。这是对农银汇

理长期践行“持有人利益至上，诚信规范至上”价值观的肯定。

推动基金业高质量发展是全行业的共同责任，农银汇理坚守诚信专业、智慧管

理、创造价值、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通过专业投资，服务实体经济，实现财富增值，

帮助投资人提升生活品质，是农银汇理一直以来的职责与使命。

作为国有大型银行控股子公司， 农银汇理依托农行在宏观研究和产业行业研

究方面的优势，前瞻性开展研究布局，在长期坚持价值投资的战略引领下，迎来了

投资业绩与规模的双发展。

未来， 农银汇理将积极落实 《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加大产品和业务创新力度，加强风控合规管理，切实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

力，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金融为民是公募基金应有的担当，农银汇理将着力打造团队化、平台化、一体化的

投研体系，以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为导向，努力实现可持续的稳健业绩回报，不断深

化投资者权益保护，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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