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西泽
ABOUT ATLANTIS

西泽投资管理由三位原施罗德的明星基金经理于1994年在伦敦创立。刘央女士于2002年初加盟西泽并担任基金经理。现任公司

主席及投资总监。作为最早进入亚太和大中华市场的全球资产管理人之一，西泽早在2003年已获得香港证监会颁发的4号和9号牌

照，可以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领域的各项服务。

刘央的投资理念及风格逐渐为市场熟

知，成为公认的投资中国的专家，并

于2009年重组西泽投资管理及旗下

公司，成为西泽集团的唯一控股人。

在刘央的掌舵下，西泽屹立香港，已

经发展成为一家有着25年历史的专注

于亚洲 （尤其是大中华投资）的精

品资产管理公司。

西泽的分支目前包括香港、爱尔兰、

新加坡、日本以及上海，为全球机构

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资产管理服务和

机构专户理财方案。

我们的优势
OUR EDGES

西泽倾向于关注高成长型上市公司：

这是我们认为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并且长期历史表

现优于大型中资企业。这已是西泽比任何公司都更具

备投资经验的一个领域。

在逾25年的经营中，我们从未偏离我们的根本使命：

以亚洲为中心的股票投资策略，始终将为客户提供理

想回报放在首位。我们的投研团队由熟知亚太以及大

中华资本市场的投资专才组成，具有长达20年的丰富

投资管理经验。

西泽始终秉承专注中国及亚洲的中长线投资机会:

25年多来，西泽始终秉承专注中国及亚洲的中长线投

资机会,通过严谨的投资研究并运用主题投资策略来发

现被市场低估和错误定价的有潜力的股份。公司曾获

得多项专业殊荣，业绩备受肯定。

西泽自身定位为精品资产管理公司:

持续投入优势资源提升和完善运营系统及资产管理平

台，向以主权基金、保险巨头、养老基金、捐赠基金、

基金会为客户群的顶级资产管理行业标准看齐，并奠

定独特的专户资产管理能力。

长期扎根市场的经验 选股能力

精品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及亚洲市场专家

中国及

亚洲长期投资先锋



投资哲学
INVESTMENT PHILOSOPHY

 西泽的投资理念指引团队通过主动管理的中长线股本投资策略为客户实现可观的资本增值

• 自上而下的宏观和政策背景驱

动和自下而上的行业和基本面

分析相结合

• 筛选在拥有低估值、覆盖主题

以及公司本身、所处行业以及

宏观层面将要发生变化的公司

• 通过选股推动资产配置

• 投资的时间跨度通常是一个经

济起伏周期

投资风格
INVESTMENT STYLE

我们的里程碑
MILESTONES 

• 投资组合持股多元化

• 对持股进行筛选并监控流动

性风险

• 由经验丰富的独立董事负责

监督

• 深度公司调研及尽职调查

• 横向/纵向对比分析

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1994
西泽投资由三
位原施罗德明
星基金经理在
伦敦创办成立，
专注于整个亚
洲市场投资

2002
刘央受邀加入
西泽

2007
西泽中国健康

医疗基金发行，
开创专注投资

中国该行业的

先河

2014
庆祝成立二十
周年

2017
与觅确投资紧

密合作，在境

内首发A股产品

2019
庆祝成立二十
五周年，第三
代明星基金经
理诞生

1999
西泽亚洲基金
作为公司首支
投资泛亚的
UCITS基金发
行

2003
西泽中国基金
作为公司首支
投资中国的
UCITS基金发行；
同年西泽日本
发展基金发行

2010
成立西泽资本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
刘央成为集团
100%持有人，
标志着西泽总
部从伦敦迁至
香港

2015
刘央发起了全
球首个专注投
资中国文化娱
乐产业的私募
股权基金

2018
首次推出系统化
策略基金，致力
于通过数学建模
方法发掘和利用
投资机会

与业界领袖交流

趋势分析

政策转变

宏观洞察

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

评估

初步筛选

实地调研

自下而上的选股

组合构建

2007
西泽创办人之
一Peter 
Irving意外离
世



西泽产品
OUR PRODUCTS

基金名称 策略 成立时间 基金经理

西泽中国基金

地区/行业聚焦多头策略基金

2003年3月 刘央

西泽中国健康医疗基金 2007年6月 杨艳

西泽亚洲基金 1999年11月 屈伟雄

西泽日本发展基金 2003年10月 Taeko Setaishi

UCITS基金

基金名称 策略 成立时间 基金经理

西泽稳定增强基金 美元高息债配合港股新上市选股策略 2020年4月 杨艳

西泽中国愿景基金 多/空仓策略及固定收益策略对冲基金 2019年11月 杨艳

带路稳定增长基金 绝对收益配合一带一路主题 2018年1月 刘央、杨艳、屈伟雄

河沐财富基金 多/空仓策略对冲基金 2009年4月 刘央

河沐中国增长基金 高确定性选股配合增长策略 2012年12月 刘央

西泽中国星基金 定制私募股权混合基金 2008年6月 刘央

开曼基金

基金名称 策略 成立时间 基金经理

Syzygy动态整合策略

根据Syzygy的资产分配模型和alpha模
型做出的预测动态调整资产分配。它

将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于对个股、债券、
信贷、货币和大宗商品有敞口的工具

2020年
(预期)

应坚翎

Syzygy动态宏观策略

根据Syzygy的资产分配模型和alpha模
型做出的预测动态调整资产分配。它

将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于对指数级股票、
债券、信贷、货币和大宗商品有敞口

的工具

2020年
(预期)

应坚翎

系统化基金



• Asia Hedge Award 2006   年度最佳新基金

• Asia Hedge Award 2007   年度最佳基金

• Hedge Fund Journal & EY 2010   明日之星-未来十年的蓝筹对冲基金经理

• Investment Week 2011  年度最佳健康医疗板块基金

• World Finance Hedge Fund Awards 2011  年度最佳亚洲新兴市场基金-河沐财富基金

• Absolute UCITS Awards 2013  UCITS基金绝对回报奖-西泽健康医疗基金

• Acquisition International 2016 Private Equity Awards  亚太地区最佳亚洲股票策略管理奖

• International Finance Awards 2016  最佳亚洲专业投资管理公司

• Lipper Fund Awards 2018-2020  最佳表现基金-西泽日本发展基金

• Investors Choice Awards 2020  最佳表现基金-西泽中国健康医疗基金

• 亚洲资产管理业25位最具影响力女性（亚洲投资者杂志, 2011）

• 亚洲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福布斯杂志，2012）

•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女性（美国财富杂志, 2012 & 2013）

• 明星基金经理 (Citywire, 2012)  

– 西泽投资主席刘央女士

• 亚洲十大最佳分析师（华尔街日报, 2011）

– 西泽基金经理杨艳女士

电 话：

+852 2110 6320

地 址：

香港中环云咸街60号中央广场35楼

电 邮：

investment@atlantis-investment.com 

网 址：

https://www.atlantis-investment.com

我们的奖项和荣誉
AWARDS AND HONORS

战胜自己，克服贪婪和恐惧，

成就新时代中国的投资职业

人生

—刘央

点击关注我们：

本文件所载信息用途仅限于提供资讯。本文件所含的信息不构成在任何司法管辖区中对任何人邀约，招揽或推荐买卖任何

投资产品或服务或基金。本文件并非为任何特定投资者之特定投资目标、财务情况或需要而设，亦不建议任何投资策略是

否适合投资者的个别情况。

西泽概不保证本文件所载信息及资料之准确、充分及完整性，并明确不对其中之错误或遗漏承担任何责任。据此，西泽对

通过本文件所载之信息、意见或预测而直接或间接蒙受任何亏损的读者、投资者、任何人士或群体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过往业绩并不表示将来的回报。投资产品的价格及其收益可升亦可跌。在若干情况下，投资者可能会损失全部资本。投资

者应详阅投资产品的销售文件，包括风险因素。如有需要请寻求专业意见。本文件未经证监会审阅。

东京上海 都柏林新加坡香港

http://www.atlantis-investment.com/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atlantis-investment-management
https://bit.ly/2YmrzX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