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投顾金牛奖获奖公司感言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感谢基金投顾金牛奖评委们对南方基金的认可，我

们将化荣誉为动力，进一步推动基金投顾业务高质量发展。

加快向买方投顾转型是资管行业强根基、谋发展的必经

之路，是更好地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举措。 作

为行业先行者，试点三年多以来，南方基金持续加大投入，深

入探索创新实践。 在投资端夯实跨资产、多策略核心能力，在

服务端打造全流程、精细化客户陪伴体系，在科技端构建数

智化平台全面赋能，塑造值得客户信赖的“司南投顾”品牌。

南方基金将继续践行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初心，不断提

升专业能力，深化服务内涵，与各方伙伴共筑投顾生态圈，携

手迈向财富管理新未来！

南方基金总经理 杨小松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买方投顾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 “为投资者创造价

值” ，是要真正解决“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行业痛点。投

资者通过基金投顾不仅有效提升了投资的盈利水平，而且也

提高了自身对投资理念与投资逻辑的认知。 而这正是监管机

构推出投顾试点的意义，也从侧面反映出，由盈米基金且慢

提出的“四笔钱” 投顾体系和“三分投、七分顾” 方法论是奏

效的。

截至2022年7月1日，盈米基金投顾签约资产规模在行业中

率先突破了300亿元。 在这背后是每一位客户为盈米基金投出

了信任的一票， 是客户对盈米基金投顾服务有效性的一种检

验。面对未来，我们更加满怀信心，希望通过“买方投顾”帮助更

多的投资者获得可持续的收益，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分享中

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盈米基金董事长、总经理 肖雯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常荣幸华泰证券获奖，对华泰证券而言，这既是荣

誉和肯定，更意味着责任和使命。 在投资者资产配置需求提升、

产品净值化转型的背景下，公募基金投顾业务为财富管理机构

探索与客户长期价值共生提供了宝贵机遇，也为财富管理行业

发展带来了巨大空间。

华泰证券致力于打造基金投顾财富品牌“省心投” 。 回

顾公募基金投顾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公司重点构建以产品配

置和产品解决方案为核心的买方投研能力，加快搭建以客户

陪伴和投资行为引导为核心的买方顾问体系，推进集投资研

究、顾问服务和系统运营为一体的买方服务能力建设，始终

坚持以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和投顾服务触达感为目标，为客户

提供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华泰证券执行委员 陈天翔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报主办的“金牛奖”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最

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权威奖项之一，在引领中国资产管理行

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金投顾业务是财

富管理向买方投顾转型的重要抓手，也是财富管理的更高发

展形态。 作为服务中国居民资产配置需求、提升投资者获得

感的有益探索，代表着财富管理的未来和方向。 基金投顾金

牛奖的适时推出，对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东方证券已走过25年的发展历程，一路走来，我们始终

以金融之力践行“金融为民” 的使命担当。 站在时代的新起

点，东方证券将继续加大基金投顾业务投入，不断提升业务

能力，服务于中国广大居民和机构的财富管理需求。

东方证券副总裁 徐海宁

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非常高兴中欧财富能够获奖。 首先，请容我代表中

欧财富感谢中国证券报及各位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对我们的

认可和支持。

中欧财富是2019年首批获得基金投顾的试点机构之一，

我们开拓基金投顾业务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发挥我们在投资

管理方面的专业能力。 一方面用“专业的投”为投资者提供基

金优选和组合配置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用“贴心的顾”将投

资的底层逻辑清晰、直观地传递给客户，在投资路上为用户分

忧解难，一路同行。

展望未来， 我们相信伴随着公募基金走进千家万户，通

过专业机构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的时代终会到来。 我们也

期待和大家共同携手， 以长期改善用户投资体验为目标，在

持续精进投顾服务上再下一城。

中欧财富总经理 郑焰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华夏基金旗下财富管理领域的战略布局，华夏

财富依托华夏基金25年的资产管理及客户陪伴经验，始终坚

持以信义义务为基，以专业价值为本，将“以客户为中心” 的

买方投顾理念，落实为业务模式，贯彻到业务流程。“懂投资·

更懂你” 不只是品牌理念，更是我们的信仰和责任。 基于此，

我们打造了产品研选、资产配置、账户管理等多维服务体系，

只为给每一个客户提供适合自己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基金投顾试点资格是监管、市场、行业赋予我们的使命，

我们有责任让更多投资者获得更加稳定的长期回报，享受更

加省心的投资体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坚信，基金

投顾会陪伴投资者一起行稳致远，用时间的积累沉淀财富的

价值。

华夏财富执行董事、总经理 毛淮平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感谢主办方中国证券报，感谢各位评委对国联证券

给予的肯定。

基金投顾实现了从卖方销售到买方投顾的转变，是真正

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财富管理的核心业务模式，是财富管理

转型的大方向。 我们认为，基金投顾是基于资产配置和信任

的财富管理业务，要求试点机构具备“投” 的专业配置能力

和“顾” 的陪伴服务能力，引导客户树立长期投资理念，获取

长期稳定的收益。

基金投顾是财富管理的大方向，在正确的方向上正确做

事，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美好的未来。 我们愿意为此竭尽努

力，我们会沿着正确的方向，与客户同行，彼此成就；朝着光

明的方向，与行业共进，砥砺前行；向着未来的方向，与时代

同频，创新发展。

国联证券董事长、总裁 葛小波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投顾业务目前已覆盖多类型渠道、 服务多类型客

户，服务场景多样化，强化金融科技的应用将有助于投顾业

务效率的提高、服务质量的提升、服务边界的拓宽。 易方达基

金投顾秉承“以人为本、科技赋能” 的理念，综合运用多项人

工智能技术，以系统化的方式将智能模型与专家经验有机融

合，在科技赋能基金投顾投资、研究、运作等环节进行了积极

探索。

在此感谢金牛奖的认可，未来我们将持续坚持“客户利

益至上” ，进行基金投顾业务的科技赋能实践，力争从多角度

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易方达基金总经理 刘晓艳

先锋领航投顾（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非常荣幸能够获奖。 今年是中国公募基金诞生25周

年，25年历程中行业规模屡创新高， 公募基金在服务实体经

济、助力战略发展、满足百姓需求方面都获得了长足进展。

基金投顾并非冷冰冰的资产配置功能，“顾问”二字的后

缀，代表了其肩负的服务与投教使命。

作为链接投资品和投资者的桥梁，投顾机构应从用户自

身出发，助其建立科学性的投资目标，并提供合适的产品和服

务，帮助用户抵御市场波动，提升投资获得感。 在实现目标同

时，更有义务通过引导和教育，协助用户建立长期正确的投资

理念和心态，让“投资”和“顾问” 能力并行发展，与用户共同

成长。

先锋领航投顾首席执行官 李斌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很荣幸能够获奖，感谢中证报和金牛奖评委会的认

可，也感谢广大投资者对招商证券的信任与支持。

基金投顾业务是体现财富管理本质属性的一项新型服务，是

财富管理模式转型升级的重要探索，在解决“基金赚钱、基民不赚

钱”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建设进入新阶段，广大人民

群众多元化、高质量的资产配置需求日益旺盛，基金投顾业务

也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与良好的历史机遇。 招商证券将继续

发挥大型头部券商的综合性服务优势，在投资策略、投顾服

务、业务模式、金融科技等方面积极创新探索，提供更加优质

的基金投顾产品及服务，以更加优异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招商证券总裁 吴宗敏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践行普惠金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展望未来，交银

投顾将始终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恪守，推进公募基金业高质

量发展。

一是投资上坚守大类资产配置。 为不同客户构建不同风

险收益特征的投资策略，不追市场热点。

二是持续关注并了解客户。 投资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

变化，客户的投资目标也可能阶段性发生变化，因此交银投顾必

须时刻了解策略的执行情况，帮助客户匹配适合的产品，努力成

为客户账户的“守护者” 。

三是在专业的基础上加强投教。 交银投顾致力于帮助客

户减负，希望通过专业的内容和平实的语言，提升客户对投资

理财的认知。

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 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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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非常高兴中欧财富能够获奖。首先，请容我代表中

欧财富感谢中国证券报及各位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对我

们的认可和支持。

中欧财富是2019年首批获得基金投顾的试点机构

之一， 我们开拓基金投顾业务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发

挥我们在投资管理方面的专业能力。一方面用“专业的

投”为投资者提供基金优选和组合配置的解决方案，另

一方面用“贴心的顾” 将投资的底层逻辑清晰、直观地

传递给客户，在投资路上为用户分忧解难，一路同行。

展望未来， 我们相信伴随着公募基金走进千家万

户， 通过专业机构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的时代终会

到来。我们也期待和大家共同携手，以长期改善用户投

资体验为目标，在持续精进投顾服务上再下一城。

中欧财富总经理 郑焰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华夏基金旗下财富管理领域的战略布局，华

夏财富依托华夏基金25年的资产管理及客户陪伴经

验， 始终坚持以信义义务为基， 以专业价值为本，将

“以客户为中心” 的买方投顾理念，落实为业务模式，

贯彻到业务流程。“懂投资·更懂你” 不只是品牌理念，

更是我们的信仰和责任。 基于此， 我们打造了产品研

选、资产配置、账户管理等多维服务体系，只为给每一

个客户提供适合自己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基金投顾试点资格是监管、市场、行业赋予我们的

使命， 我们有责任让更多投资者获得更加稳定的长期

回报，享受更加省心的投资体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我们坚信，基金投顾会陪伴投资者一起行稳致远，

用时间的积累沉淀财富的价值。

华夏财富执行董事、总经理 毛淮平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感谢主办方中国证券报， 感谢各位评委对国联证

券给予的肯定。

基金投顾实现了从卖方销售到买方投顾的转变，

是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财富管理的核心业务模

式，是财富管理转型的大方向。 我们认为，基金投顾是

基于资产配置和信任的财富管理业务， 要求试点机构

具备“投” 的专业配置能力和“顾” 的陪伴服务能力，

引导客户树立长期投资理念，获取长期稳定的收益。

基金投顾是财富管理的大方向， 在正确的方向上

正确做事，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美好的未来。 我们愿

意为此竭尽努力， 我们会沿着正确的方向， 与客户同

行，彼此成就；朝着光明的方向，与行业共进，砥砺前

行；向着未来的方向，与时代同频，创新发展。

国联证券董事长、总裁 葛小波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感谢基金投顾金牛奖评委们对南方基金的认可，

我们将化荣誉为动力， 进一步推动基金投顾业务高质

量发展。

加快向买方投顾转型是资管行业强根基、 谋发展

的必经之路，是更好地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关键举措。 作为行业先行者，试点三年多以来，南方基

金持续加大投入，深入探索创新实践。在投资端夯实跨

资产、多策略核心能力，在服务端打造全流程、精细化

客户陪伴体系，在科技端构建数智化平台全面赋能，塑

造值得客户信赖的“司南投顾”品牌。

南方基金将继续践行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初心，

不断提升专业能力，深化服务内涵，与各方伙伴共筑投

顾生态圈，携手迈向财富管理新未来！

南方基金总经理 杨小松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投顾业务目前已覆盖多类型渠道、 服务多类

型客户，服务场景多样化，强化金融科技的应用将有助

于投顾业务效率的提高、服务质量的提升、服务边界的

拓宽。 易方达基金投顾秉承“以人为本、科技赋能”的

理念，综合运用多项人工智能技术，以系统化的方式将

智能模型与专家经验有机融合， 在科技赋能基金投顾

投资、研究、运作等环节进行了积极探索。

在此感谢金牛奖的认可， 未来我们将持续坚持

“客户利益至上” ， 进行基金投顾业务的科技赋能实

践，力争从多角度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易方达基金总经理 刘晓艳

先锋领航投顾（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非常荣幸能够获奖。 今年是中国公募基金诞生25

周年，25年历程中行业规模屡创新高， 公募基金在服

务实体经济、助力战略发展、满足百姓需求方面都获

得了长足进展。

基金投顾并非冷冰冰的资产配置功能，“顾问”

二字的后缀，代表了其肩负的服务与投教使命。

作为链接投资品和投资者的桥梁，投顾机构应从

用户自身出发，助其建立科学性的投资目标，并提供

合适的产品和服务，帮助用户抵御市场波动，提升投

资获得感。 在实现目标同时，更有义务通过引导和教

育，协助用户建立长期正确的投资理念和心态，让“投

资”和“顾问” 能力并行发展，与用户共同成长。

先锋领航投顾首席执行官 李斌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很荣幸能够获奖，感谢中证报和金牛奖评委会的

认可，也感谢广大投资者对招商证券的信任与支持。

基金投顾业务是体现财富管理本质属性的一项新型

服务，是财富管理模式转型升级的重要探索，在解决“基

金赚钱、基民不赚钱”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建设进入新阶段，广

大人民群众多元化、高质量的资产配置需求日益旺盛，

基金投顾业务也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与良好的历史机

遇。 招商证券将继续发挥大型头部券商的综合性服务

优势，在投资策略、投顾服务、业务模式、金融科技等方

面积极创新探索， 提供更加优质的基金投顾产品及服

务，以更加优异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招商证券总裁 吴宗敏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践行普惠金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展望未来，交

银投顾将始终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恪守， 推进公募基

金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投资上坚守大类资产配置。 为不同客户构建

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投资策略，不追市场热点。

二是持续关注并了解客户。 投资的过程充满了不

确定性和变化， 客户的投资目标也可能阶段性发生变

化，因此交银投顾必须时刻了解策略的执行情况，帮助

客户匹配适合的产品，努力成为客户账户的“守护者” 。

三是在专业的基础上加强投教。 交银投顾致力于

帮助客户减负，希望通过专业的内容和平实的语言，提

升客户对投资理财的认知。

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 谢卫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买方投顾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为投资者创造价

值” ，是要真正解决“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 的行业

痛点。 投资者通过基金投顾不仅有效提升了投资的盈

利水平， 而且也提高了自身对投资理念与投资逻辑的

认知。而这正是监管机构推出投顾试点的意义，也从侧

面反映出，由盈米基金且慢提出的“四笔钱”投顾体系

和“三分投、七分顾” 方法论是奏效的。

截至2022年7月1日， 盈米基金投顾签约资产规模

在行业中率先突破了300亿元。 在这背后是每一位客户

为盈米基金投出了信任的一票，是客户对盈米基金投顾

服务有效性的一种检验。面对未来，我们更加满怀信心，

希望通过“买方投顾”帮助更多的投资者获得可持续的

收益，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盈米基金董事长、总经理 肖雯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常荣幸华泰证券获奖，对华泰证券而言，这既是

荣誉和肯定，更意味着责任和使命。 在投资者资产配置

需求提升、产品净值化转型的背景下，公募基金投顾业

务为财富管理机构探索与客户长期价值共生提供了宝

贵机遇，也为财富管理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空间。

华泰证券致力于打造基金投顾财富品牌 “省心

投” 。回顾公募基金投顾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公司重点

构建以产品配置和产品解决方案为核心的买方投研能

力， 加快搭建以客户陪伴和投资行为引导为核心的买

方顾问体系，推进集投资研究、顾问服务和系统运营为

一体的买方服务能力建设， 始终坚持以提升投资者获

得感和投顾服务触达感为目标， 为客户提供财富管理

解决方案。

华泰证券执行委员 陈天翔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报主办的“金牛奖”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

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权威奖项之一， 在引领中国资

产管理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

金投顾业务是财富管理向买方投顾转型的重要抓手，

也是财富管理的更高发展形态。 作为服务中国居民资

产配置需求、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的有益探索，代表着财

富管理的未来和方向。基金投顾金牛奖的适时推出，对

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东方证券已走过25年的发展历程， 一路走来，我

们始终以金融之力践行“金融为民”的使命担当。站在

时代的新起点， 东方证券将继续加大基金投顾业务投

入，不断提升业务能力，服务于中国广大居民和机构的

财富管理需求。

东方证券副总裁 徐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