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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 获奖机构

三年期金牛海外中国股票基金

Thre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China Equity

Fund

Fullgoal中国中小盘成长基金

大成中国灵活配置基金

安本标准-中国A股股票基金

三年期金牛海外中国债券基金

Thre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China Fixed

Income Fund

易方达（香港）精选债券基金

博时大中华债券基金

贝莱德中国债券基金

一年期金牛海外中国股票基金

On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China Equity Fund

华夏新视野中国A股基金

一年期金牛海外中国债券基金

On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China Fixed

Income Fund

瑞银中国固定收益基金

三年期金牛海外互认基金

Three-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Mutual�

Recognition�Fund

摩根太平洋证券基金

一年期金牛海外互认基金

On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Mutual Recognition

Fund

摩根亚洲股息基金

三年期金牛海外私募管理公司（股票多头策略）

Thre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Private Fund

Company (Equity Long-only)

进益（天津）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润晖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海外私募管理公司（股票多头策略）

On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Private Fund

Company (Equity Long-only)

重阳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海外私募管理公司（股票多空策略）

On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Private Fund

Company (Equity Hedge)

瀚川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海外私募管理公司（债券策略）

Thre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Private Fund

Company (Fixed Income)

高腾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海外私募管理公司（债券策略）

On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Private Fund

Company (Fixed Income)

路博迈海外投资

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海外私募投资经理（股票多头策略）

On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Private Fund

Investment Manager (Equity Long-only)

柏杨

大成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唐涛

喜岳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三年期金牛海外私募投资经理（债券策略）

Thre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Private Fund

Investment Manager (Fixed Income)

金路

越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海外私募投资经理（债券策略）

On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Private Fund

Investment Manager (Fixed Income)

尚宁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年期金牛海外私募投资经理（多策略）

One Year Golden Bull Overseas Private Fund

Investment Manager (Multi-strategy)

杜彬

金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管涛：决定人民币涨跌的是经济基本面

●本报记者 林倩

11月7日，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表示，迄今为止，人民币汇率波动没有影响国内

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 也没有成为国内货币政

策的束缚，决定人民币涨跌的是经济基本面。

“今年3月以来人民币冲高回落，有涨有跌、

双向波动的弹性明显增加。 我国顶住了中美货

币政策分化的压力， 坚持了货币政策以我为

主。” 在管涛看来，受益于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

我国保持了货币政策自主性， 加大稳健的货币

政策实施力度， 在保持物价稳定的情况下有力

支持经济恢复。

管涛指出，金融方面，今年3月至9月外汇供

求基本平衡， 低买高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

常发挥，市场主体保持理性；股市与汇市有相关

性但无因果关系。 物价方面，PPI增速单边下行、

CPI增速温和上涨、核心CPI增速处于低位，输入

性通胀压力有限。

管涛认为，汇率灵活性增加，及时释放了市

场压力、避免了预期积累，发挥了汇率吸收内外

部冲击的“减震器” 作用，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

自主性，减轻行政干预依赖，提振投资者信心。

早在年初， 管涛就提示了美联储紧缩可能

带来的风险， 提出溢出影响大致分为几种场景

或阶段。 他表示， 现在中国已平稳度过第一阶

段———美联储缩减购债， 人民币继续升值但升

值放缓； 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美联储加息

和缩表，人民币有涨有跌、双向波动。

“决定人民币涨跌的不是美元强弱和中美

利差，而是经济基本面。” 管涛表示，经济稳金融

稳，经济强货币强。 当务之急，要更加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抓紧落实一揽子稳

增长的政策措施，加快释放政策效能，巩固经济

恢复基础，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推动高质量发

展、高水平开放。

他预计， 明年央行将继续强化跨周期和逆

周期调节，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发挥好

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为实体

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 同时要加强与包括财政

政策在内的其他政策的协调联动， 提高针对性

和有效性。

第六届中国海外基金金牛奖获奖名单

邱国鹭：大部分市场风险已释放

●本报记者 王宇露

11月7日， 高毅资产董事长邱国鹭表示，人

们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对风险的感知不同， 在快

速下跌中， 风险波动和波动风险呈现互相自我

强化。 不过，市场风险在每次下跌的过程中是得

到充分体现和释放的， 投资者对风险的感知却

是在下跌之后放大。 邱国鹭认为，投资者应该多

一份乐观， 以更中长期的眼光看待优质资产的

内在价值。

邱国鹭分析，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

风险资产的定价，不管是股票、债券还是大宗商

品，价格波动体现的都是风险的变化。 在风险剧

烈波动过程中，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迅

速变化的风险和迅速变化的世界格局？ 作为投

资人，应如何在控制好风险的同时抓住低估值投

资机会？

邱国鹭表示，人们对风险的感受在下跌后更

加强烈，在股价上涨时大家可能不会考虑风险；

反过来想，每一轮下跌的本质，都是风险的释放。

但跌得越多，市场波动率越是上升。 很多国际机

构的风控指标都是以波动率为基础的，风险波动

越大的资产类别配置越低， 在股债双杀的过程

中，短期内又会进一步放大波动。 由于投资者对

风险感知的放大， 以及各种风险参数的调整、风

险模型的调整，市场的波动会非常剧烈。

但是，这种波动与本金永久性丧失的风险是

两种概念。 邱国鹭指出，本金有永久性风险的三

种情况，一是买贵了，即便是过高的估值买优质

的资产，损失也有可能是永久性的；二是价值陷

阱，表面上低估值而不是真正的便宜；三是成长

故事破灭，这是最普遍的。

当下，邱国鹭认为很多优质资产的定价是非

常合理的，甚至有一小部分是被大幅低估的。 市

场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 投资者必须做好风控，

应该多一份乐观，以更中长期的眼光看待这些资

产的内在价值，不要被短期的波动或是短期的悲

观情绪过多的影响。 要以更开放的、更积极的心

态对待市场的波动。他相信，从中长期的角度看，

当下的风险收益比是诱人的投资机会。

未来值得期待 金牛私募看好A股投资机遇

●本报记者 王辉 见习记者 王鹤静

11月7日，由中国证券报社主办的“2022金

牛资管高峰论坛暨第十三届中国私募金牛奖、

第六届中国海外基金金牛奖颁奖典礼” 在深圳

举行。 在两场聚焦市场投资机会及行业发展机

遇的圆桌论坛上， 多位获奖私募机构负责人对

A股市场走向及量化投资行业发展进行了深度

探讨。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 市场估值处于显著低

位，经济基本面稳健前行，A股酝酿较好的投资

机会。在量化投资方面，量化私募行业在未来实

现稳健发展的同时， 也将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

“助力添柴” 。

市场有望持续回暖

面对当下全球宏观经济、 宏观环境的大变

局，在主题为“大变局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的圆

桌论坛上， 多位获奖私募机构负责人普遍给出

了相对积极乐观的大势研判和策略应对之道。

鸿道投资创始合伙人兼投资总监孙建冬表

示，在当前及未来的宏观环境下，A股市场可能

会迎来投资机会更加集中的新常态， 建议投资

者要把目标更聚焦一些， 不应受市场涨跌的干

扰，而是踏踏实实在战略上积极进攻，战术上做

积极防御。

沣京资本董事长兼总经理高波对于今年年

底到明年年初的市场投资机会， 表达了十分鲜

明的积极看法。他表示，当前的市场已充分反映

了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从当前时点往后看，跨

年行情可期。

红筹投资总经理兼投资总监邹奕表示，无

论是港股、中概股还是A股市场，目前已经出现

了一大批持续发展能力极强、 估值处于全世界

最低状态的资产， 中国资本市场足以给投资者

提供较大回报。

远望角投资创始合伙人兼投资总监曾实表

示，以往世界经济发展更多呈现出效率优先，但

近两年世界的经贸往来正在发生格局上的变

化，除了考虑效率外，还要考虑产业、供应链的

安全。但整体而言，全球经济合作未来仍然会是

主流。他认为，在股票投资上会重点考虑哪些产

业具有国际比较优势。

展望今年底和明年的A股市场运行趋势，

曾实进一步指出， 今年年末阶段市场可能还

难以出现趋势性上涨， 但投资者对明年可以

有所期待，市场风险偏好、海外金融环境、经

济基本面等方面的情况预计都会有所修复和

改善。

多个领域存投资机会

在投资策略层面，曾实表示，今年以来很

多行业的投资逻辑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未来

的投资中，投资者需要考虑在兼具效率和公平

的发展阶段，不同行业可能出现的变化。 他表

示，其在未来的投资方向上会更加看好中高端

制造业。

邹奕称， 无论是A股上市公司还是港股上

市公司，都有一大批具备极强的持续发展能力、

估值又极具吸引力的公司， 这也是中国资本市

场提供可观回报的强大基础。在此之中，一大批

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成长带来的投资机会， 尤其

值得关注。

另外，高波表示，过去两年，二级市场硬科

技投资非常火热， 受政策大力支持的高新技术

产业相关股票得到高度关注，长期来看，这些行

业非常具有前景。不过，不一定要时刻对这些股

票保持高仓位。 从远期现金流来判断， 跌幅较

大、估值便宜的创新药公司，因需求空间较大，

叠加政策支持，未来具备较多投资机会。

围绕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孙建冬表示，更

加看好两大方向。 一是中国高端制造的全球化

环节，二是自主可控和国产环节。

量化投资与市场共成长

近两年，国内量化投资策略持续“走红” ，

围绕“量化投资与资本市场共成长” 话题，今年

不少头部量化私募也有不少新思考， 在本次论

坛上做了深度分享。

因诺资产创始人兼投资总监徐书楠表示，

量化投资的定义可以简单概括为用数学统计的

方法进行投资。 在近两年市场关注度较高的机

器学习（人工智能）方面，徐书楠表示，根据因

诺资产2016年之后对机器学习（AI）的应用体

会来看，机器学习具有三方面特点。 第一，机器

学习、 人工智能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比较特

殊的统计学方法， 机器学习采用更加复杂的统

计学方法，因此不应当被神秘化。 第二，在非线

性问题的处理上， 机器学习是目前人类能够掌

握的最好的统计学方法， 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

很好的应用。在金融投资方面，机器学习在捕捉

股票阿尔法上可以表现出较好的效果。第三，机

器学习虽然是很好的投资方法，但并不万能，它

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和适用体系。

茂源资本创始人兼CEO郭学文表示， 主观

投资看报表、看模型，做很多分析，量化投资也

看基本面。 从资本市场发展行稳致远的角度来

看，市场的参与者各司其职，才能共同促进资本

市场的健康发展。

稳博投资创始合伙人郑耀表示， 相比于主

观投资，量化投资主要从数量出发，有更大、更

多的能力分析更多股票，持仓也更多，也让更多

处于腰部的上市公司被资金关注， 为资本市场

价值发现提供了新的方法。

龙旗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朱晓康表

示，A股市场全面注册制逐步推进取得成功，

可能需要两方面因素的支持，即充裕的流动性

和市场的有效定价。 首先，部分个股交易相对

清淡，流动性相对偏弱，量化投资在这方面可

以发挥力量。 其次，目前A股市场有近5000家

上市公司，在注册制全面推行以后，上市公司

的数量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

量化投资也能够促进上市公司价格发现和有

效定价。

从与资本市场共成长的角度来看， 朱晓康

认为， 量化行业整体需要积极主动支持资本市

场的发展，本着守正的态度和精神，在监管合规

的前提下，量化行业才能有长远健康的发展。

关于市场上一些对量化投资的认知偏差，

朱晓康表示， 量化投资对于资本市场有四方面

积极作用。第一，量化投资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方

法，其中有一种很重要的方法是基本面量化。这

种量化方法关注大量上市公司基本面的信息，

从而促进市场在基本面上的有效定价。第二，量

化投资中很重要的一类策略是反转类型， 这种

策略通过交易能够为市场提供重要、 充裕的流

动性。 第三，近几年国内量化行业快速发展，其

中很重要也是目前占比很高的一类策略是指数

增强类策略， 其在股票仓位等方面对市场提供

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第四，按照金融学理论，实

际上， 量化投资为市场有效性的提升起到很大

的帮助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