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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中国最佳权益类银行理财产品

中信银行 中信理财之晟信系列 1 号

1506 期净值型理财产品

渣打银行 贝莱德全球基金－欧洲股票收益基金－

QDUR073USD/EUR

江苏银行 聚宝财富 2015 专享 10 号

5、2016中国最佳结构性银行理财产品

中国农业银行 “金钥匙·如意”看跌沪深 300 指数人民币理财产品

恒生银行 “步步稳”系列部分保本投资产品

广发银行 “广银创富”系列人民币理财产品

花旗银行 代客境外理财产品－结构性票据 2015 年第 4 期

6、2016中国最佳开放式银行理财产品

兴业银行 现金宝 3 号（收益递增型）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惠盈利理财计划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财富“鑫鑫向荣” B 款人民币理财产品

浙商银行 “永乐”系列人民币理财产品

杭州银行 “幸福 99” 卓越灵动添益 7 天开放式银行理财计划

中国光大银行 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

兴业银行 滚动开放式天天万利宝

浦发银行 同享盈之先机理财计划

交通银行 “得利宝·私银智行”全球配置人民币理财产品

8、2016中国最佳创新银行理财产品

1、2016中国最佳财富管理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综合类奖项

2、2016中国最佳财富管理品牌

广发证券 金管家财富管理

招商证券 智远理财财富管理计划

中金公司 财富管理

东海证券 龙点金

华融证券 “金福融”财富管理品牌

中国光大银行 阳光理财

兴业银行 万利宝

浙商银行 浙银财富

华夏银行 龙盈理财

2016中国优秀财富管理机构评选获奖名单

3、2016中国最佳机构服务券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016中国最佳证券经纪商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016中国最具突破证券经纪商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016中国最佳投资顾问品牌

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金阳光投资服务

申万宏源 赢家理财、金宏源

第一创业证券 易富汇

太平洋证券 《红珊瑚理财俱乐部》

中投证券 金中投

国海证券 海智富

中泰证券 财富泰山

华林证券 华林智造

东方证券 东方赢家

东兴证券 金股在线

A、经纪业务类

（二）券商类奖项

（三）银行类奖项

1、2016中国最佳银行理财品牌

中国建设银行 乾元系列理财产品

招商银行 点金公司理财

中国民生银行 非凡资产管理

中国农业银行 “安心·灵动”系列理财产品

2、2016中国最佳私人银行品牌

招商银行 私人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私人银行

中国银行 私人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 私人银行

3、2016中国最佳城商行（农商行）理财品牌

南京银行 珠联璧合

广州农商银行 太阳理财

哈尔滨银行 丁香花理财

成都农商银行 天府理财

宁波银行 汇通理财

7、2016中国最佳稳健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

中信银行 中信理财之月月智信理财管理计划

（财富客户委托资产管理专属产品）

华夏银行 增盈天天理财保本型理财产品

南京银行 珠联璧合

中国民生银行 非凡资产管理增利系列理财产品

6、2016中国最佳量化投资团队

光大资管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绝对收益投资部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 资产管理部量化投资团队

长城证券 长城资管量化团队

国海证券 国海证券量化投资部－孙凡、张继惟、王驰团队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量化投资部

5、2016中国最佳固收类投资团队

海通资管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投资团队

平安证券 固定收益交易事业部及资产管理事业部固收团队

第一创业证券 第一创业证券资产管理团队

安信证券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部固定收益投资团队

国开证券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部固收团队

7、2016中国最佳资产管理领军人物

东证资管 陈光明

齐鲁资管 章飚

长城证券 黄海洲

中信建投证券 邱黎强

广发资管 付竹

中金公司 林寿康

浙商资管 李雪峰

财通资管 马晓立

兴证资管 郭小军

3、2016最佳绝对收益产品

东证融汇 融升 1 号

海通资管 海通年年升风险级

东兴证券 东兴金选睿鑫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金证券 国金慧泉精选对冲 3 号集合管理计划

4、2016中国最佳权益类投资团队

东证融汇 东证融汇 - 权益团队

浙商资管 浙商资产权益投资团队

兴证资管 兴证资管权益投资部

6、2016中国最受欢迎互联网金融黑马奖

时间价值

前海航交所

（四）互联网金融类奖项

（六）第三方理财类奖项

1、2016中国最受欢迎互联网金融产品

腾讯 理财通 A理财通

百度百付宝公司 百度钱包

平安普惠金融业务集群 平安普惠

招商银行 手机银行

民生银行 民生直销银行如意宝

兴业银行 钱大掌柜

中信银行 手机银行

国泰君安证券 “易阳指”移动证券

东海证券 东海通 APP

华龙证券 华龙好声音

3、2016中国最佳互联网创新银行

前海微众银行 微粒贷

工商银行 融 e 行

民生银行 直销银行

平安银行 橙 e 网

兴业银行 直销银行

广发银行 有米直销银行

4、2016中国最受欢迎互联网金融平台

蚂蚁财富（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 “天天富”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

平安普惠业务集群

上海拍拍贷金融信息服务 移动 APP�

人人贷WE 理财

中国光大银行“云缴费”

中国银河证券 麒麟财富理财服务平台

汇付天下 外滩云财富

开鑫贷融资服务江苏有限公司

深圳投哪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5、2016中国最受欢迎互联网金融

年度风云人物

人人贷 张适时

点融网创始人 郭宇航

2016中国最佳第三方理财机构

诺亚财富

京东金融集团

大唐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玉金服

海银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睿博财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设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2016中国最佳资产管理券商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齐鲁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2016十大创新资管 / 基金产品

国泰君安资管 华泰国君融出资金债权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国信证券 远东 2015 年第二期租赁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光大资管 宇光能源供热收费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华泰资管 京东白条应收账款债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广发资管 广发资管 - 民生银行安驰 1-10 号汇富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

招商资管 招商智远群英荟MOM 系列产品

华融证券 华融质押宝系列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东吴资管 嘉兴天然气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九州资管 九州鼎盛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渤海证券 渤海证券汇富量化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B、资管业务类

1、2016中国最佳期货资管产品

永安期货 永安资管进取型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广发期货 广发期智量化对冲资产管理计划 8 期

瑞达期货 瑞达主动－瑞讯无忧 2 号

3、2016中国最佳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

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新湖瑞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金瑞前海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浙江南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2016中国期货资管领军人物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张涛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斌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周剑秋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肖国平

2、2016中国最佳互联网证券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016中国优秀期货资管品牌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

（二）券商类奖项

（五）期货类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