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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9 日 

香港中資基金業協會(HKCAMA)攜手彭博今日宣佈第五屆離岸中資基金大獎得

獎者名單。 超過 200 位中資資產管理人出席頒獎午宴。此次主辦方共頒發

34 個獎項，嘉獎優秀資產管理人的出色表現和對中國離岸基金業的貢獻。獎

項排名透過專有方法並根據彭博所統計和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先生和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執行董事蔡鳳儀女士分別在午宴上致辭。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副局長陳浩濂先生和香港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許正宇先生等出席頒獎午宴。 

香港中資基金業協會主席丁晨女士表示：「這是我們第五年與彭博攜手舉辦

這個享負盛名的評選。我們很高興中資基金業能繼續取得矚目的成就。隨著

中國金融市場不斷開放，香港離岸中資基金市場的前景可期，而我們的團隊

亦已作好準備以把握未來龐大的機遇。」 她續說：「我們感謝彭博所提供

的優質數據、分析工具及深入見解為我們提供了重要價值和支持。」 

 

HKCAMA 與彭博對以下 2019 得獎者表示祝賀： 

 
  1. 最佳總回報 – 大中華股票（1 年） 

冠軍 富國國際基金（SICAV） – 富國中國中小盤成長基金 

亞軍 嘉實中國發展股票基金 

季軍 中銀香港盈薈系列 - 中銀香港全天候在岸人民幣股票基金 

    2. 最佳總回報 – 大中華股票（3 年） 

冠軍 富國國際基金（SICAV） – 富國中國中小盤成長基金 

亞軍 匯添富中港策略基金 

季軍 嘉實基金系列（香港） – 中國股票基金 

    3. 最佳總回報 – 大中華股票（5 年） 

冠軍 匯添富中港策略基金 

亞軍 嘉實基金系列（香港） – 中國股票基金 



 
季軍 華夏中國機會基金 

    4. 最佳總回報 – 大中華區固定收益（1 年） 

冠軍 博時-東方紅大中華債券基金 

亞軍 工銀資管（全球）基金 – 環球盈悅債券基金 

季軍 華夏基金中國收益基金 

    5. 最佳總回報 – 大中華區固定收益（3 年） 

冠軍 惠理大中華高收益債券基金 

亞軍 中銀香港盈薈系列 – 中銀香港全天候中國高息債券基金 

季軍 中國平安精選人民幣債券基金 

    6. 最佳總回報 – 大中華區固定收益（5 年） 

冠軍 惠理大中華高收益債券基金 

亞軍 中銀香港盈薈系列 – 中銀香港全天候中國高息債券基金 

季軍 中國平安精選人民幣債券基金 

    7. 最佳總回報 – 多元資產配置（1 年） 

得獎者 大成中國靈活配置基金 

    8. 最佳總回報 – 多元資產配置（3 年） 

冠軍 大成中國靈活配置基金 

亞軍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中國人壽平衡基金 

    9. 最佳總回報 – 多元資產配置（5 年） 

冠軍 大成中國靈活配置基金 

亞軍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中國人壽平衡基金 

    10. QDII 最佳總回報 – 股票（1 年） 

冠軍 工銀瑞信全球精選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亞軍 工銀瑞信中國機會全球配置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季軍 南方全球精選配置證券投資基金 

    11. QDII 最佳總回報 – 股票（3 年） 

冠軍 工銀瑞信全球精選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亞軍 嘉實美國成長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季軍 工銀瑞信中國機會全球配置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12. QDII 最佳總回報 – 股票（5 年） 

冠軍 工銀瑞信全球精選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亞軍 工銀瑞信中國機會全球配置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季軍 嘉實美國成長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13. QDII 最佳總回報 – 除股權外所有資產（1 年） 

冠軍 匯添富全球消費行業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亞軍 上投摩根智能生活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季軍 嘉實新興市場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 

    14. QDII 最佳總回報 – 除股權外所有資產（3 年） 

冠軍 上投摩根智能生活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亞軍 華寶興業海外中國成長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季軍 嘉實新興市場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 

    15. QDII 最佳總回報 – 除股權外所有資產（5 年） 

冠軍 嘉實新興市場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 

亞軍 博時亞洲票息收益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 

季軍 華夏海外收益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 

    16. 私募基金：大中華股票（1 年） 

得獎者 華泰 RQFII 基金 3 專戶投資組 
 

  17.私募基金：大中華股票（3 年） 

得獎者 華泰 RQFII 基金 3 專戶投資組 

    18.私募基金：大中華固定收益（1 年） 

得獎者 東方紅海外系列基金- 東方紅銀海價值基金 

    19.私募基金：大中華固定收益（3 年） 

得獎者 國泰君安亞洲高收益基金 

    20.  最佳 ETF – 追蹤誤差（1年）（多於 5 億） 

冠軍 南方富時中國 A50 ETF 

亞軍 華夏基金 ETF系列－華夏滬深 300指數 ETF 

季軍 Xtrackers Harvest滬深 300中國 A股 ETF 

    21.  最佳 ETF – 平均流動性（1 年）（多於 5 億） 

冠軍 南方富時中國 A50 ETF 

亞軍 Xtrackers Harvest滬深 300中國 A股 ETF 

季軍 華夏基金 ETF系列－華夏滬深 300指數 ETF 



 

    22 最佳杠桿和反向產品 - 平均流動性 

冠軍 南方東英恒生指數每日槓桿(2x)產品 

亞軍 南方東英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每日(2x)産品 

季軍 南方東英恒生指數每日反向 (-1x) 産品 

    資產管理大獎 

 

 

  23.最具創意產品 

得獎者 瑞銀南方東英全球資産趨勢配置指數 

 

 

  24. 最佳另類管理 

得獎者 招銀國際資産管理有限公司 

 

 

  25.最佳投資委托 

得獎者 招商資産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6.最佳跨境業務 

得獎者 工銀資管（全球） 

 

 

  業務合作方大獎 

 

 

  27.最佳托管銀行 

得獎者 滙豐證券服務 

 

 

  28.最佳法律顧問 

得獎者 西盟斯律師事務所 

 

 

  29.最佳審計 

得獎者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30.最佳中國券商 

得獎者 交銀國際 

 

 

  31.最佳 ETF 參與證券商 

得獎者 ABN AMRO Clearing Bank 

 

 

  32.最佳 ETF 做市商 

得獎者 Optiver 

 

 



 
  33. 最佳電子金融服務 

得獎者 信銀國際 

    34. 最佳研究機構 

得獎者 Macquarie 

得獎者 興業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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