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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与彭博携手举办第四届“离岸中资基金大奖”颁奖典礼 
 

2018 年度榜单揭晓 
 
 

 
 
 

11 月 28 日，彭博与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CAMAHK）在香港携手举办了第四届“离岸中

资基金大奖”颁奖典礼。包括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雷添良先生、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副行政总裁梁凤仪女士以及香港特区立法会金融服务界议员张华峰

先生在内的 190 多位业内重要参与者及政要出席了颁奖晚宴。大奖的评选依据彭博所提

供及汇编的数据，通过业界普遍认可的方式计算得出结果。 
 



 
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会长丁晨女士称：“我们很高兴继续与彭博合作来开展评选工作，这

些奖项是对迅速发展的离岸中资基金影响力的肯定。随着中国与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融合，

离岸中资基金将在发掘更多投资机遇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她表示，“彭博能够借助

高质量的数据、分析工具、新闻等很好地服务于离岸中资基金。” 
 

彭博亚太区总裁 Taran Khera 指出：“香港一直是很多中国投资者进军海外的重要门户。

彭博在这个世界金融中心为投资者提供支持已有近 25 年时间，我们期待继续成为连接中

国与离岸国际投资者的桥梁。” 
 

彭博和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对以下 2018 年获奖机构表示祝贺： 
 
1. 最佳总收益——大中华区股票类（一年）   

a) 大奖 汇添富中港策略基金 

b) 第二名 Value Partners - New China Policy Fund  

c) 第三名 国泰君安红利股票基金 

    

2. 最佳总收益——大中华区股票类（三年）   

a) 大奖 汇添富中港策略基金 

b) 第二名 嘉实基金系列(香港)-中国股票基金 

c) 第三名 海通 MPF 退休金-海通香港特区基金 

    

3. 最佳总收益——大中华区股票类（五年）   

a) 大奖 汇添富中港策略基金 

b) 第二名 嘉实基金系列(香港)-中国股票基金 

c) 第三名 惠理中华汇聚基金 

    

4. 最佳总收益——大中华区固定收益类（一年）   

a) 大奖 海通中国人民币收益基金 

b) 第二名 ChinaAMC China High Yield Bond 

c) 第三名 南方神州人民币基金 

    

5. 最佳总收益——大中华区股票类（三年）   

a) 大奖 惠理大中华高收益债券基金 

b) 第二名 中银香港盈荟系列－中银香港全天候中国高息债券基金 

c) 第三名 中国平安精选人民币债券基金 

    

6. 最佳总收益——大中华区股票类（五年）  

a) 大奖 惠理大中华高收益债券基金 

b) 第二名 易方达人民币固定收益基金 

c) 第三名 中银香港盈荟系列－中银香港全天候中国高息债券基金 

  

7. 最佳总收益——QDII 股票类（一年）  

a) 大奖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第二名 工银瑞信全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第三名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 最佳总收益——QDII 股票类（三年）  

a) 大奖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第二名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第三名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 最佳总收益——QDII 非股票全资产类（一年）   

a) 大奖 汇添富全球医疗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第二名 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第三名 上投摩根全球多元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10. 最佳总收益——QDII 非股票全资产类（三年）   

a) 大奖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第二名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第三名 华夏海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最佳 ETF – 追踪误差   

a) 大奖 南方富时中国 A50 ETF 

b) 第二名 海通国际证券 CSI300 指数 ETF 

c) 第三名 华夏基金 ETF 系列－华夏沪深 300 指数 ETF 

  

12. 最佳 ETF – 平均流动性   

a) 大奖 南方富时中国 A50 ETF 

b) 第二名 Xtrackers Harvest 沪深 300 中国 A 股 ETF 

c) 第三名 南方东英中国创业板指数 ETF 

  

13. 最佳杠杆和反向产品 – 平均流动性  

a) 大奖 南方东英恒生指数每日杠杆(2x)产品 

    

资产管理类大奖   

    

14. 最具创意产品   

a) 获奖机构 招商资产管理（香港）MOM 全球特殊机会资产管理平台 

  

15. 最佳另类管理  

a) 获奖机构 招银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 最佳跨境业务支持   

a) 获奖机构 富国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b) 获奖机构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7. 最佳独立账户与私募 – 固定收益 

 a 获奖机构 大成海通中国债券基金一号 

    

18. 最佳独立账户与私募 – 股票与多资产   

a) 获奖机构 华泰香港 SPC-华泰人民币中国基金 3 

  



 
业务合作方大奖 

    

19. 最佳托管银行 

 a) 获奖机构  汇丰银行 

    

20. 最佳法律顾问 

 a) 获奖机构 西盟斯律师事务所 

    

21. 最佳审计 

 a) 获奖机构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22. 最佳研究机构  

a) 获奖机构 兴业证券 

  

23. 最佳中国券商  

a) 获奖机构 海通国际 

  

24. 最佳参与券商  

a) 获奖机构 海通国际 

  

25. 最佳做市商  

a) 获奖机构 Optiver 

  

26. 最佳网络券商  

a) 获奖机构 云锋金融 

 

 

 

 

-完- 

 

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香港中资基金兴业协会于 2013 年 9 月 5

日正式成立。目前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作为一个业界自发组织，拥有超过 80 家在港成立的中资资管

机构。其宗旨是为国际投资人呈现最优质的中国投资智慧和投资机会。 

 

新闻垂询：   
 

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秘书长  

王颖思 / +852 3406 5613 /  info@hkca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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