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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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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汉和汉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丰岭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五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股票策略）

陈龙 宁波美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杨建海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夏春 深圳天生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童驯 上海同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张可兴 北京格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胡建平 海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颜克益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伟志 深圳市中欧瑞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鲍际刚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谭琦 上海七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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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望角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泰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睿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景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沣京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保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盈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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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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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宏 上海希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郭锋 上海石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陆航 上海复胜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崔同魁 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孙威 北京高信百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吕一凡 深圳睿泉毅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童第轶 龙赢富泽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股票策略）

庄涛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蔡建军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杨鹏慧 青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管华雨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罗凌 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胡伟涛 深圳市万利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彭砚 上海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美风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孙建冬 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债券策略）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乐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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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信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明毅博厚投资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宏观对冲策略）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宏观对冲策略）

上海泊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管理期货策略）

上海念空数据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千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管理期货策略）

北京涵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悟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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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九坤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相对价值策略）

上海艾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鸣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联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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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金牛私募管理公司（FOF/MOM策略）

杭州华软新动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珠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博孚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2020金牛资产管理论坛

★五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股票策略）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汉和汉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丰岭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五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股票策略）

陈龙 宁波美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杨建海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夏春 深圳天生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童驯 上海同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张可兴 北京格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胡建平 海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颜克益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伟志 深圳市中欧瑞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鲍际刚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谭琦 上海七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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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望角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泰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睿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景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沣京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保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盈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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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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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宏 上海希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郭锋 上海石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陆航 上海复胜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崔同魁 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孙威 北京高信百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吕一凡 深圳睿泉毅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童第轶 龙赢富泽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投资经理

（股票策略）

庄涛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蔡建军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杨鹏慧 青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管华雨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罗凌 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胡伟涛 深圳市万利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彭砚 上海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美风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孙建冬 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债券策略）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乐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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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信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明毅博厚投资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宏观对冲策略）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宏观对冲策略）

上海泊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管理期货策略）

上海念空数据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千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管理期货策略）

北京涵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悟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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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九坤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相对价值策略）

上海艾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鸣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联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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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FOF/MOM策略）

杭州华软新动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珠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博孚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机构：资管行业将迎来更大发展空间

□本报记者 王辉 吴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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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 由中国证券报社主办的“新机

新局 新使命———2020金牛资产管理论坛暨国

信证券杯·第十一届中国私募金牛奖颁奖典礼、

第四届中国海外基金金牛奖颁奖典礼” 在上海

举行。在本次论坛的圆桌论坛环节，中信证券金

融产品部负责人黄晓萍作为主持人， 与富达国

际中国区董事长何慧芬、 源乐晟资产创始合伙

人曾晓洁、高毅资产首席投资官邓晓峰、国信证

券证券投资部总经理潘焕焕，就“全面开放时

代的大资管变革”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行业发展出现新趋势

何慧芬表示，随着外资机构陆续进入中国

市场，资管行业的竞争会更激烈，大型机构的

市场占比水平会继续提升。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

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也会促使中国与国际市

场日益接轨，外资机构可以凭借其海外投资经

验为国内投资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产品。 富达

国际非常重视与中国本土资管机构的合作。 一

方面，优秀的外资机构能够与中国本土同行分

享很多全球投资的经验；另一方面，富达国际

也期待与更多的中国本土资管机构，如银行理

财子公司、券商等有更多沟通，寻找在产品创

新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机会。

曾晓洁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显著的

投资机会，A股投资长期回报率较可观。具体来

看，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给各个领域的投资者

带来了不错的投资回报。拉长时间看，A股的投

资回报率同样不俗， 如中证500指数以及沪深

300指数的表现较突出。 经历疫情之后，未来绩

优上市公司将表现出极大的韧性，目前来看，不

少优秀的公司“护城河” 宽度还属于被低估的

水平。 居民财富通过资管行业参与市场投资的

趋势，会逐步加速并且更加可持续。

潘涣涣认为， 近年A股市场的权益投资和

资产管理行业整体出现了三方面变化。 一是A

股的韧性显著增强，投资价值持续显现。从外资

机构对A股资产配置的需求来看， 中国股市在

全球范围内提供了很好的具有差异化和低相关

性的资产。 二是国内资管行业在整体规模持续

扩大的同时，头部效应逐步显现，同时分化在加

剧。三是中国的优质资产与头部管理机构之间，

形成了正反馈。这种良性反馈和循环，不仅使得

头部机构规模越来越大、 头部公司的市值越来

越大， 也使得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越来

越强劲。

未来发展空间更大

邓晓峰表示，当前可以看到海外资金持续

加大对中国资产的投资和配置，这背后的深层

次原因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一大

批公司快速增长等，并由此为投资者带来了巨

大的价值和财富。 这样的“原生价值” 创造过

程以及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发展的过

程，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较好

发展根基。

他还称，资管行业的特有属性，要求资管机

构能够构建更多向专业人才倾斜的分配机制，

考虑持有人的利益优先原则、 考虑更多受托人

责任的公司机制。 从本质上说， 资管行业是在

“用他人的资金冒险” ， 因此资管机构需要有

“长期的打算” ， 需要实现各方利益的共同一

致。 优秀的资管机构应当让专业的投资人士和

投资团队能够从持有人角度出发， 能够站在让

客户成功的基础上，让“资产管理的生意”可持

续下去。 资管行业也应当从机制上吸引最优质

的人才， 有很好的公司原则和价值观去实现与

受托人责任之间的匹配， 最终创造出共赢的行

业环境。

潘涣涣表示，目前国信证券不仅有高水平和

专业的资产配置“将才” ，还有专业领域的专家

型团队，并实现了债券、股票、可转债、量化和衍

生品的“五轮驱动”模式。 从中国资管行业的发

展来看， 不同类型的资管机构都有自己的专长，

资管行业的“海洋”足够大，拥有较强专业能力

的头部机构都会有自身的发展空间。

重阳投资王庆：

对未来中国股市和资产价格前景有信心

□本报记者 王辉

8月22日，重阳投资总裁王庆在主题

演讲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生

活带来了很大冲击。 在此背景下，从全球

范围来看，中国在经济基本面、利率水平

等方面的潜在优势，以及中国为应对疫情

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未来都可能体现在

人民币资产的重估上以及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的升值上。 在更大的宏观背景下，投

资者有理由对未来的中国股票市场和资

产价格前景保持信心。

王庆认为，与欧美经济体相比，中国

无论在经济增速还是在利差方面都有巨

大优势， 近期中国国债收益率与美债收

益率之差创出了新高。 具体到中国经济

增长前景方面， 目前中国经济在人口因

素、城市化因素、体制因素等方面仍然还

有结构性趋势性增长潜力， 相关改革因

素可以提振这种潜在增长。 同时，中国应

对疫情的一系列举措较有效， 经济基本

面“V型” 修复的强劲程度整体上被投资

者低估。 明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

度，尤其是名义GDP增长速度，将有很大

概率达到两位数， 这也与全球其他多数

经济体构成显著差异。 整体而言，中国经

济的潜在优势以及中国所采取的举措，

未来可能会体现在人民币资产的重估上

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上， 投资

者有理由对未来的中国股票市场和资产

价格前景保持信心。

具体到投资层面，王庆指出，美元指

数近期出现走弱迹象，这可能是一个趋势

的开始。从历史数据看，美元走弱时，新兴

股票市场明显优于发达市场。从股票市场

的风格周期角度来看， 今年上半年以来，

A股市场表现出了很明显的 “成长+防

御” 的特征，如消费、医药等板块持续走

强。如果明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两

位数的增长，经济扩张和流动性可能适度

收缩， 股市的整体运行， 可能会切换到

“价值+周期” 的风格。

明汯投资裘慧明：

淡化择时 强化选股

□本报记者 王宇露

8月21日下午，明汯投资总经理裘慧

明发表主题演讲表示， 从国内外各类资

产的历史收益情况来看， 股票是最好的

资产。随着A股市场结构性行情的逐渐变

化， 未来不论是资产管理机构还是个人

投资者，要获取超额收益，都应该淡化择

时，强化选股，扎实做好基本面或量化投

资研究。

“股票是最好的资产”

裘慧明表示，近200年间，持有股票

的年化收益可以达到6.6%， 持有债券的

年化收益在3.6%左右，持有现金“则要承

受每年大概1.4%的通胀” 。 从长期来讲，

“股票类资产是最好的资产” 。

“从直观上来理解，投资股市是最直

接的参与增长的方式，债券则可以认为是

借钱给别人来做投资。很多人说投资A股

市场赚不到钱， 实际上并非如此，A股市

场的赚钱能力是非常强的。 ”

金牛产品超额收益显著

裘慧明进一步表示，股民和基民之所

以赚不到钱，甚至亏钱，主要是因为“A

股的波动率太大” 。

裘慧明称， 当前A股市场呈现出散

户亏钱、机构赚钱的结构。从金牛私募的

超额收益来看，从2014年年底到2020年

年中， 第六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获奖产品

的平均收益率高达97.79%， 同期沪深

300指数和中证500指数的收益均不足

20%。从年化情况对比来看，上述获奖产

品相对沪深300指数的年化超额收益可

以达到9.46个百分点，相对于中证500指

数也有10.16个百分点的年化超额收益。

从2017年年底至2020年年中，第九届中

国私募金牛奖的主观产品相对沪深300

指数的年化超额收益有6.79个百分点，

同期量化产品的年化超额收益更是高达

20.85个百分点。 从获得中国基金业金牛

奖的公募产品来看， 也都有显著的超额

收益。

波动率将长期缓慢下行

展望未来，裘慧明认为，从市场结构

的变化来看， 上市股票数量不断增加，总

市值和交易量增大是获取超额收益的有

利因素；但个人投资者比例降低，机构投

资者比例提升， 市场波动率长期缓慢下

行，是获取超额收益的不利因素。

他表示，由于波动降低，通过择时

获取收益将越来越难，其重要性也将逐

渐降低。 不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投资者，

都应该淡化择时，强化选股，扎实投入

研究。

国信证券邓舸：

资本市场正进入深度变革阶段

□本报记者 吴瞬

8月22日，在由中国证券报社主办的

“新机 新局 新使命———2020金牛资产

管理论坛暨国信证券杯·第十一届中国私

募金牛奖颁奖典礼、第四届中国海外基金

金牛奖颁奖典礼” 上，本次活动的独家冠

名单位———国信证券总裁、党委副书记邓

舸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建

立三十周年，资本市场正进入从顶层设计

到基础制度的深度变革阶段，私募基金在

投资者资产配置中的地位将愈发重要。

资管行业迎重大机遇

“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

年，在而立之年，资本市场正进入从顶层设

计到基础制度的深度变革阶段。 ”邓舸表

示， 本轮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广度和深度

前所未有，我国资本市场正逐步向着规范、

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方向迈进。

在邓舸看来， 在资本市场改革的大

背景下， 资管行业也迎来了重大发展机

遇。 在投资端，资管新规推动资管行业回

归本源，打破刚兑和监管套利，投资端市

场环境的改变为资管行业创造了广阔的

发展空间。 在融资端，科创板和创业板试

点注册制改革，IPO的重心从保荐承销转

向发行定价。 投融资市场环境的优化，将

使整个资本市场进入健康、 可持续发展

的状态， 这是本轮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

革意义之所在， 也是资管行业长足发展

的重要基础。

私募基金愈发重要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

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时点。

全面实现小康之后，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

也将随之增长，从而为私募基金行业带来

新的机遇。目前我国中高净值客户群体绝

对数量庞大，对专业化和个性化的财富管

理需求越发突出。 优秀的私募基金管理

人，凭借丰富的投资策略、扎实的投资研

究以及专业的风控能力为客户创造价值。

同时，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证券市场的重

要参与机构，在证券市场的价值发现和资

源的有效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来

越多的私募管理人聚焦价值投资、引导客

户长期投资，这将有效提升我国资本市场

的定价效率。 ”邓舸说。

对于私募基金行业在资本市场中的

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邓舸认为，首

先， 私募基金作为聚焦中高端财富管理

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 在投资者资产配

置中的地位将愈发重要；其次，在我国经

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私募股权基金是培

育新经济企业、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

要推动力，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统计，首批25家科创板企业中，有23家企

业曾经得到过私募基金投资；最后，坚守

合规底线，打造勤勉、尽责、专业的机构

投资者形象， 私募基金仍需付出很大的

努力。

邓舸表示，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发展成

熟，私募基金行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伴随私募机构数量的不断增长，需要

更多专业评价机构对私募管理人进行分

层管理，帮助投资者作出更优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