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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锋

４

号 鼎锋 王小刚

２０１００８１６ ２０１２０６０１ １．０６３４ １９．３３ －１３．４９

鼎锋

８

期 鼎锋 王小刚

２０１０１００８ ２０１２０５２５ １０２．９７ １４．２８ －１２．５１

铭远三期 铭远 韩跃峰

２０１０１０２２ ２０１２０６０１ ０．７２８７ －３．８９ －３３．０６

铭远四期 铭远 韩跃峰

２０１１０１１７ ２０１２０６０１ ０．７２３２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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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法 套利 大宗交易

三大策略谁能实现绝对收益

□海通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罗震

绝对收益一直是私募追求的

目标，但在单一做多策略情况下，

由于与股票市场的高度相关性，

私募对绝对收益的实现只能心有

余而力不足。 即使是一些稳健型

的私募， 也只能依靠降低仓位来

规避市场风险。

随着国内创新策略私募基金

层出不穷， 真正的绝对收益策略

开始出现。 目前绝对收益型的创

新策略有三类，分别是阿尔法、套

利、大宗交易策略。阿尔法策略由

于将组合中的贝塔基本对冲，其

与股市相关度低， 且净值波动很

小， 具有牛市熊市均能获利的特

点。 套利策略追求比较确定的获

利机会， 包括价差套利、 统计套

利、 事件套利等， 由于具有低风

险、收益确定的特征，套利策略收

益非常稳健。 大宗交易策略是通

过大宗交易平台折价购买上市公

司大小非减持的股票， 再在二级

市场抛售获取价差。 目前这三类

策略都有一定数量的产品出现，

且历史业绩相对较长， 这给我们

研究这类私募产品提供了可能。

首先的问题是， 这些私募产

品是否真能实现绝对收益。

2011

下半年持续下跌的市场环境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检验窗

口。我们统计了该时段产品业绩，

发现阿尔法策略、 大宗交易策略

（只有“思考

1

号”一只产品）都实

现了正收益， 其中大宗交易策略

收益水平甚至超过

10%

，不过这可

能与思考

1

号有少量主动管理的

股票头寸有关。遗憾的是，套利策

略产品出现

-7%

左右的下跌，由

此可见， 套利策略未能真正实现

绝对收益。

收益与风险永远是评估一个

产品的两个方面，在看过收益后，

我们再从净值波动性、 股市相关

角度进一步分析这三类产品的风

险水平。 我们计算了各类策略产

品的风险收益指标的平均值，并

与代表私募基金平均水平的私募

基金综合指数与代表市场表现的

沪深

300

指数进行对比。必须指出

的是， 各只产品成立时间并不一

致， 因此我们在同一策略产品中

取业绩重叠的时间段进行统计，

但不同策略产品之间的统计时间

段会有差异。

我们发现阿尔法策略的波

动性最低，确实体现出贝塔已被

对冲的特征，而套利策略与大宗

交易策略都具有中等程度的波

动性， 即波动率低于沪深

300

指

数，但与私募综合指数的波动性

相仿。 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大宗交易策略主要体现为向上

的波动较大， 其最大回撤较小，

仅为

-3.38%

， 与阿尔法策略接

近，而套利策略则体现为双向波

动均较大， 其最大回撤达到

-

11.8%

。 从与股市相关性来看，阿

尔法策略与大宗交易策略与指

数相关度都较低，而套利策略却

明显高一些，这与其下行风险更

大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套利型

基金可能存在较多净风险头寸

导致市场相关度与下行波动更

大。 目前国内可供套利的投资机

会少，且套利策略产品在信托产

品投资限制下无法做空，也制约

了套利策略的实施。 因此，目前

的套利策略产品采用的并非是

市场中性的套利策略，而是存在

相当程度的风险暴露。

综合来看，阿尔法策略具有

明显的绝对收益特征，且波动性

与股市相关度都较低，验证其在

贝塔对冲掉前提下基本没有系

统性风险暴露，不过其获取收益

能力也较低。 大宗交易策略也能

实现绝对收益，由于有折价买入

的保护，持仓时间很短，净风险

暴露也较少，与指数相关度也较

低。 而套利策略由于有相当的净

风险头寸，因此其与指数有一定

相关性，这导致其波动比前两类

策略大，且会跟随指数下跌。 不

过，上述统计均存在历史业绩较

短、样本数太少的问题，各类策

略的风险收益特征，还需更多样

本以及更长时间的观察才能更

准确地加以衡量。

对于风险承受能力低、 追求

绝对收益的投资者而言， 阿尔法

策略与大宗交易策略产品无疑均

是较好选择。不过两者各有千秋，

大宗交易策略尽管收益可能更

高，但毕竟市场容量有限，随着参

与者的不断增加， 持续获利能力

存在不确定性，且限于样本太少，

对该类产品的评估可能还不全

面。而阿尔法策略尽管收益不高，

但其规模瓶颈不明显， 业绩持续

性更高。

市场两起两落

多数私募只抓一波

□壹私募网研究中心 李镰超

今年以来，

A

股虽然熊样不改， 但自年初开

始，以上证综指

2132

点和

2242

点为起点，还是开

启了两波有赚钱效应的反弹， 这样的机会对于

萎靡了一整年的阳光私募来说弥足珍贵。 壹私

募网研究中心以

1

月

5

日至

6

月

5

日为时间周期，

统计了阳光私募在大盘经历两起两落的反弹中

的表现，我们发现，多数私募只做一波，而两波

均抓到的阳光私募不过

10

家。

10家抓牢两波反弹

以上证综指走势图为标的，我们把大盘

5

个

月的运行大致划分成两个大的区间，

1

月

5

日至

3

月

30

日为第一波，然后是

4

月

5

日至

6

月

5

日反弹第

二波。 这两波行情呈现抛物线形态，虽然上涨天

数略多于下跌天数， 但下跌时回撤度则远高于

上涨时，指数运行曲折反复，投资者心态普遍谨

慎而犹豫。

在纳入统计的

795

只管理型阳光私募中，我

们发现， 在第一阶中业绩排名前

50

位的阳光私

募中，老私募所占的比重远超过第二阶段。

此外，第一阶段排名前

50

的私募产品平均

收益为

16.20%

，分别属于

35

家私募管理人。 而

第二阶段中， 排名前

50

名平均收益为

14.04%

，

分别属于

37

家私募管理人。 数字表明，抓到第

一个阶段反弹的私募收益相对丰厚，而在第二

阶段中，私募家数有所增加，但产品集中度有

所降低。

壹私募网研究中心分别选取了两个阶段前

50

名的私募产品做对比，我们发现，同时抓住了

两波反弹的私募一共有

10

家，其中不乏重阳、金

中和、鼎锋、菁英时代和塔晶等老牌私募，也不

乏德源安、银帆、泽里和和云腾等后起之秀。

上述

10

家阳光私募公司存在的共性是，对

于

2012

年行情带有很强的辩证性，既不悲观，也

不乐观， 操作策略上， 始终对行情保持高度警

惕，仓位变动较大。

多数只抓一波行情

壹私募网研究中心统计发现，第二阶段中，

纳入统计的

795

只管理型阳光私募的平均收益

为

2.32%

， 远超过第一阶段中的

0.79%

， 究其原

因，壹私募网研究中心认为，除了两阶段中的

时间周期不对称之外，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一

些私募迫于清盘压力，普遍没有抓住第一波反

弹节奏。

数据佐证了一个现象， 在今年以来的大反

弹中， 真正能同时把握住两个波段的私募仅为

少数，更多的私募只抓住其中的一波行情。 究其

原因， 主要是与私募经理在过去一年单边下跌

市所形成的“熊市反弹，落袋为安”的思维有关，

也与今年以来政策博弈市中， 政策迟迟不能如

期兑现而导致的悲观预期升温相关。

其中， 第一阶段中表现较为突出的私募在

第二阶段中普遍放慢脚步，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

民森和泽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减仓行为。 在四

五月份， 蔡明管理的民森系列产品收益依然为

正，不过，增长势头已经归于平静，在排名上也

悄无声息。

而泽熙则由于第一波反弹中抓住了牛股川

润股份，全身而退大赚了一把，因此，第一阶段

中表现较为突出。 不过，在第二阶段中，泽熙除

了泽熙

3

期之外， 其他产品都出现减仓行为，旗

下产品净值走势图也趋于平滑。

与之相对的是， 一些私募错失了第一波反

弹后，第二波奋起直追，收益相当可观。 比如重

阳投资，在第一波中，旗下产品整体收益相对靠

后，但在第二波反弹中，后来居上，集体占据了

前

50

名中的

5

席之多。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私募是淡水泉投资，私

募经理赵军一直以稳健著称， 这让他几乎错失

了第一波的反弹，其管理的产品表现平淡无奇。

然而，在第二波反弹中，虽然没有能像重阳一样

多只产品闯进前

50

名， 但也有多只产品占据了

从

50

名至

60

名的位置。 另外，淡水泉系列产品在

第二阶段的平均收益也达到了

6.61%

， 远远超过

第一阶段中的

0.76%

。

私募风格漂移 并非都能华丽转身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朱世杰

2011

年以来， 市场整体环境

不佳， 一些私募基金的投资风格

在业绩压力下悄然改变。 风格上

的改变是契合了市场，还是“放弃

了不该放弃的”东西？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了今

年以来的风格发生明显改变的私

募基金公司及其产品， 其中包括

偏好投资“高小新”个股的鼎锋、

精选个股价值投资的铭远等风格

鲜明的私募。 这些私募基金改变

投资风格的原因各异， 有的是由

于看到未来市场趋势和板块行业

变化而主动改变原有策略， 有的

则是因为基金净值表现等客观硬

件原因而被动改变风格。 此外，策

略的改变对不同公司产品所产生

的实际效果也大有不同。

鼎锋从“高小新”到能力圈

鼎锋是今年对原有投资理念

进行修正的私募之一。 鼎锋是一

家偏好于“高、小、新”个股投资的

私募，“高、小、新”即高成长、小股

本、新公司的个股，这样的投资风

格和选股偏好使得鼎锋旗下基金

在

2009

年、

2010

年搭上中小盘牛

市的顺风车，表现出色，两年均位

列同类基金前

1/4

。 但是，

2011

年

市场风格急转， 中小盘股成为领

跌主力，“黑天鹅”地雷股频现，鼎

锋旗下基金在

2011

年中总体表现

不佳，一些产品跌幅超过指数。 在

此情况下，鼎锋便对原有的“高、

小、新”进行反思和修正。

首先采取改变的是基金经理

之一的王小刚。 鼎锋采取多基金

经理决策机制， 三位基金经理共

享股票池， 但在具体配置上基金

经理有较高的自主决策权， 王小

刚便在鼎锋原有的行业和个股风

格上作出调整。 王小刚表示，原来

的投资理念“高小新”中的“高”和

“小”都没有问题，但是“新”确实

存在一定问题。 对于新公司来说，

由于了解程度不足， 选出的股票

很可能是伪成长， 导致所投资个

股的表现与预期出现一定差距。

为此， 王小刚对投资组合中的新

公司进行修正， 一些自己并非非

常了解的个股被剔除，自己了解、

在自身研究能力圈之内的个股被

留下。 王小刚目前的选股策略便

是将高成长和能力圈结合起来，

集中持有能力圈内的个股。

从改变策略的实际情况来

看，王小刚的改变收到较好效果。

王小刚所管理的鼎锋

4

期、

8

期今

年以来分别上涨

19.34%

和

19.29%

，

超越同期沪深

300

指数

7

个百分点

以上，在同类中也排名前

1/10

，相

对于去年的表现可谓是天壤之

别。 从操作来看，王小刚将高成长

和能力圈结合起来的策略具体体

现在大宗消费品行业上， 今年集

中持有的个别消费股出现阶段性

行情，给基金净值上涨带来贡献。

铭远从重仓持股到轻仓谨慎

铭远也是今年有明显风格变

化的私募，不过与鼎锋不同的是，

铭远的风格变化则是由于硬件上

的原因而被动采取的。 铭远是一

家注重精选个股的私募， 看好的

个股会长期持有， 对于短期的股

价变化不会太过在意， 因此整体

换手率较低。 这种风格使得铭远

业绩较大程度取决于其选股能

力， 旗下基金可能会出现阶段性

的大幅波动。 基于这种特性，铭远

在

2010

年业绩创造了辉煌， 铭远

巴克莱在

2010

年以

37.37%

的业绩

位列所有私募第

10

名。

不过，进入

2011

年，情况急转

直下， 铭远旗下产品受到巨大挑

战， 尤其是铭远三期、 四期，在

2011

年下半年市场暴跌中出现较

大损失。 在今年年初，铭远三期、

四期的基金净值下跌至

0.72

元左

右。 由于当时净值非常接近基金

清盘线， 如果继续保持原有操作

风格， 很可能再次受到市场下跌

拖累。 最终铭远选择了大幅降低

基金的股票仓位， 将大部分资金

头寸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缓

慢积累安全垫。

不过，

2012

年的市场似乎又

与铭远开了一个玩笑。 今年以来，

市场整体呈现反弹走势，前

5

个月

上证综指上涨

7.86%

，铭远在去年

年末被迫减仓的举动正好踏空今

年以来的反弹。 低仓位运行束缚

了铭远精选个股的攻击性， 使其

无法发挥原有风格。

投资的变与不变

历史上私募改变风格的现象

不在少数。例如，今年以来，上海某

家知名私募，以往投资中一直偏好

新兴产业个股，敢于重仓。然而，经

历了

2011

年的市场压力后，该私募

改变原有风格，行业上不再有单独

偏好，而是在新能源、电子信息设

备、消费等板块分散布局，整体也

不再一味地保持高仓位。 此外，在

2010

年，另一家知名私募淡水泉也

曾大刀阔斧改变其投资配置。

2010

年上半年淡水泉曾重仓持有的银

行股一直迟迟未能启动，反而拖累

基金净值下跌，而一些中小盘股却

发力上涨，使得淡水泉旗下基金业

绩落后于同类。 在坚持几个月后，

淡水泉还是将银行股仓位换到其

他新兴产业板块，这一改变在事后

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其业绩当年

也回到前

1/2

。

证券市场一直变幻莫测，变

与不变没有绝对的好坏。 坚持一

种投资风格， 必然会有业绩相对

较好的时候， 也必然会出现阶段

性落后的时候；改变原有风格，可

能会起死回生， 也可能再次踏空

市场节奏。

那么， 当私募基金风格改变

后，投资者是留是走？ 这类情况要

一分为二来看。 第一类，当私募基

金大幅改变其原有投资风格，甚至

与原有风格背道而驰时，投资者需

要谨慎对待。 因为，一方面基金经

理很可能陷入自己并不习惯的投

资风格和手法；另一方面，基金原

有的风险收益偏好发生漂移，原来

的投资者可能正是看重基金经理

的激进性、进攻性，而基金风格趋

向稳健后，就颠覆当初投资者投资

时的理由。 第二类，当私募基金小

幅修正原有风格时，投资者可以继

续持有观察。小幅修正多是出于适

应阶段性市场变化而产生，基金经

理还是能贯彻已有的策略，依然具

有原来的投资价值。

今年以来部分风格改变的私募基金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数据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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