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博携手 CAMAHK 揭晓第六届年度离岸中资基金大奖获奖名单 

 

2020 年 12 月 10 日 

 

香港 - 彭博携手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CAMAHK）共同宣布第六届离岸中资基金大奖获奖名

单。位中资资产管理人和行业领导者出席此次远程颁奖典礼。本年度共颁发 35 项大奖，表彰

获奖公司的卓越表现及其对中国离岸基金业的突出贡献。奖项排名使用专有方法并根据彭博所

统计和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相关数据可在彭博终端获取。 

此次颁奖的主旨演讲发言人包括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大紫荆勋贤、金紫荆星章、荣誉勋

章、太平绅士陈茂波先生；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太平绅士许正宇先生；香港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副行政总裁、银紫荆星章梁凤仪女士；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

员会投资产品部执行董事蔡凤仪女士。  

 

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主席丁晨女士表示：“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于 2013 年在中国离岸资产管

理机构的故乡正式成立，协会以促进行业交流、优化行业自律标准、提高中国资管机构在国际

舞台上的竞争力为宗旨。目前，HKCAMA 已有 100 家机构会员，他们管理着逾 400 只公募基

金，覆盖所有主要资产类别。”丁晨女士还表示：“我们很荣幸能携手彭博举办一年一度的颁

奖典礼。彭博是值得信赖的全天候合作伙伴，当前不确定经济形势下尤其如此。彭博通过提供

可靠的数据和先进的技术，帮助中国离岸基金业紧密互联，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彭博亚太区总裁李冰先生表示：“今年对投资行业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但我们很高兴看到

这个社区在不断发展壮大。站在中国和世界的交汇点上，我们正在亲眼见证中国金融市场走向

成熟、为全球投资者创造了新的机遇——互联互通、推出创新产品。我们期待这一由资深离岸

投资者组成的社区进一步成长，创造出更佳业绩。 



彭博联合 CAMAHK 向以下 2020 年度获奖者表示祝贺： 

  1. 最佳总回报 - 大中华股票（1 年） 

冠军 富国国际基金 (SICAV) - 富国中国中小盘成长基金 

亚军 工银资管（全球）基金-环球新兴企业基金 

季军 汇添富中港策略基金 

  2 最佳总回报 - 大中华股票（3 年） 

冠军 富国国际基金 (SICAV) - 富国中国中小盘成长基金 

亚军 易方达中国股票股息基金 

季军 汇添富中港策略基金 

  3. 最佳总回报 - 大中华股票（5 年） 

冠军 汇添富中港策略基金 

亚军 嘉实基金系列(香港)-中国股票基金 

季军 惠理中国大陆焦点基金 

  4. 最佳总回报 - 大中华区固定收益（1 年） 

冠军 南方神州人民币基金 

亚军 博时-东方红大中华债券基金 

季军 海通环球人民币收益基金 

  5. 最佳总回报 - 大中华区固定收益（3 年） 

冠军 易方达精选策略系列 - 易方达全球债券基金 

亚军 ChinaAMC China High Yield Bond 

季军 中银香港盈荟系列 - 中银香港全天候亚洲债券基金 

  6. 最佳总回报 - 大中华区固定收益（5 年） 

冠军 惠理大中华高收益债券基金 

亚军 中银香港盈荟系列－中银香港全天候中国高息债券基金 

季军 中国平安精选人民币债券基金 

  7. 最佳总回报 – 多元资产配置（1 年） 

冠军 大成中国灵活配置基金 

亚军 中国人寿强积金集成信托计划-中国人寿平衡型基金 

季军 惠理多元资产基金 

  8. 最佳总回报 – 多元资产配置（3 年） 

冠军 大成中国灵活配置基金 

亚军 中国人寿强积金集成信托计划-中国人寿平衡型基金 

季军 惠理多元资产基金 

  9. 最佳总回报 – 多元资产配置（5 年） 

冠军 大成中国灵活配置基金 

亚军 中国人寿强积金集成信托计划-中国人寿平衡型基金 

季军 中银香港均衡增长基金 

  



  10. QDII 最佳总回报 – 股票（1 年） 

冠军 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亚军 富国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季军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QDII 最佳总回报 – 股票（3 年） 

冠军 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亚军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季军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QDII 最佳总回报 – 股票（5 年） 

冠军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亚军 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季军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QDII 最佳总回报 – 除股权外所有资产（1 年） 

冠军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亚军 汇添富全球消费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季军 华夏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QDII 最佳总回报 – 除股权外所有资产（3 年） 

冠军 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亚军 华夏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季军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QDII 最佳总回报 – 除股权外所有资产（5 年） 

冠军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亚军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季军 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上市)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私募基金：大中华股票（1 年） 

冠军 睿远全球睿选-全球睿选 1 号基金 

  17. 私募基金：大中华股票（3 年） 

冠军 华泰 RQFII 基金 3 专户投资组合 

  18. 私募基金：大中华固定收益（1 年） 

冠军 国泰君安亚洲高收益基金 

  19. 私募基金：大中华固定收益（3 年） 

冠军 国泰君安亚洲高收益基金 

  20.  最佳 ETF – 追踪误差（1 年）（多于 1 亿） 

冠军 南方富时中国 A50 ETF 

亚军 华夏基金 ETF 系列－华夏沪深 300 指数 ETF 

季军 标智中证香港 100 指数基金 

  21.  最佳 ETF – 平均流动性（1 年）（多于 1 亿） 

冠军 Xtrackers Harvest 沪深 300 中国 A 股 ETF 

亚军 南方富时中国 A50 ETF 

季军 南方东英中国创业板指数 ETF 



  22.  最佳杠杆和反向产品 – 平均流动性（1 年） 

冠军 南方东英恒生指数每日杠杆(2x)产品 

亚军 南方东英恒生指数每日反向 (-2x) 产品 

季军 南方东英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每日反向(-2x)产品 
 

  颁奖：资产管理大奖 

  23. 最具创意产品 

获奖者 工银南方东英富时中国国债指数 ETF 

  24. 最佳另类管理 

获奖者 混沌天成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 最佳投资委托 

获奖者 

招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工银资管(全球)有限公司 

  26. 最佳跨境业务 

获奖者 博时基金(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 年度新产品 

获奖者 海通 MSCI 中国 A 股 ESG ETF 

  颁奖：业务合作方大奖 

  28. 最佳托管银行 

获奖者 花旗 

  29. 最佳法律顾问 

获奖者 西盟斯律师事务所 

  30. 最佳审计 

获奖者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31. 最佳中国券商 

获奖者 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 

  32. 最佳 ETF 参与证券商 

获奖者 国泰君安国际 

  33. 最佳 ETF 做市商 

获奖者 Flow Traders 

  34. 最佳电子金融服务 

获奖者 华泰涨乐全球通  

  35. 最佳研究机构 

获奖者 兴证国际金融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