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话题

成长股持续走强

期指贴水“束缚”机构手脚 市场中性策略“随风起舞”

本报记者 徐文擎

周末在杭州举办的2015全球对冲基金西湖峰会吸引了国内不少对冲基金的大佬。 据参会的某位国内对冲基金负责人称，除了讨论对冲基金人才协会落地等事外，席间同行内谈论最多的就是上证 50、中证500股指期货近来的市场表现和相应的产品设计问题。

此时距离 4月16日两只期指新品上市刚好满月，市场经历从大涨到震荡的行情，新的股指期货使用效果却并未完全如预期般“美好”，尤其以中小盘股为主要跟踪标的的中证 500股指期货，上市之初即被“寄予厚望”，但由于近一个月持续的贴水严重“束缚”了机构的手脚。

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的多位量化私募经理表示，尽管期指新品种月考效果目前待定，但长期来看，市场中性策略产品受到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会越来越小，机构将且练且观察，抓住市场不有效带来的利润机会。

期指新品月考不如预期

近期，以创业板为代表的中小盘因其强劲表现成为市场争相追逐的焦点。 或受其涨幅过大影响，中证500股指期货从上市之初一直处于大幅贴水状态，让一批想用它构建股票多头和期指空头头寸的量化对冲私募“施不开手脚”。

“上市之前就开始期待，上市之后一直在等机会，但最近中证500股指期货大幅贴水，我们无法开仓，只能先静观其变。 ”上海天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东升告诉记者。

量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岩草称，他们公司设计的几个对冲策略在中证500股指期货上的模拟盘测试效果很好，几乎没有回撤，只是鉴于目前的市场情况 ，还无法在实盘上操作。 “单从刚上市几天的流动性上，上证 50股指期货比中证500股指期货好，无论是持仓量还是交易活跃度上都是如此，但我认为这是和目前的现货行情有关 ，理论上中证500的可交易程度比上证50更强的。 ”

徐东升和刘岩草的感受并非个例 。 好买基金研究员李歆介绍称，他接触到的大部分市场中性策略基金还没有将中证500股指期货大规模运用到自己的产品设计中，有小部分私募开始测试 ，但整体上处于边试边观察的阶段，市场效果总体上还未达到此前预期。

他解释称，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方面 ，中证500股指期货连续贴水，意味着机构如果现在去做空，一但贴水回归，就可能亏损 2、3个百分点，这对于年化收益普遍在10%左右 、每个月上涨1%就算不错业绩的市场中性策略产品来说，这种幅度的回撤无法承受。 “这也是私募一直期待中证500上市、但短期没有开仓的原因。 我记得有几天收盘时，中证500股指期货的基差为负的200多点，如果基差回归 ，回撤并不小，这对机构来说是束缚，所以，现在比较大的对冲基金还是把大头寸留在沪深 300股指期货上，尝试着加入中证500和上证50股指期货。 ”李歆说。

另一方面 ，中证500股指期货上市以来的成交量和沪深300还存在一定差距。 他曾统计过一个数据，显示沪深300股指期货日均成交额高峰达到过1.8万亿，但中证500主力合约日均成交额在2000亿左右 ，相当于沪深300主力合约的九分之一，两者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

不过，他也特别强调，尽管中证500股指期货短期的可交易性不如传统的沪深 300股指期货，但因前者行业分布更加均匀 ，对于不想获取行业收益和风险的基金，长期来看是一个更好的工具选项 。

“沪深300的行业配置比较偏 ，银行和非银金融就占去了大半壁江山，但银行板块是很难获取超额收益的，机构如果买银行板块的现货，对冲银行股占比较重的沪深300股指期货，最后得到的结果可能大概率上是不赚不赔，这样就浪费了仓位。 相信未来中证500股指期货被全面使用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李歆说 。

刘岩草称，中证500上市至今持续贴水，理论上存在反向套利的机会，即机构可以融券做空现货、同时做多股指期货来获利，但在目前国内市场的实际情况下，机构这么做的概率几乎为零。 一方面，融券 8%的利息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另一方面，在中小盘股如此火热的市场，机构不可能去卖中证 500标的股票。 “持续贴水，一方面跟近期中小盘股涨幅已经太高有关 ，一方面也说明了机构做多现货、做空期货的套保需求强烈，造成做多意愿不足。 现在并没有特别好的现货供我们来做空 。 ”

尽管中证 500股指期货目前还无法适用于常见的市场中性策略，但被部分机构用在了其它方面。 北京盈创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韩冬说，他们上周在一次跨品种套利的机会中就发挥了中证 500股指期货的作用。

“上证50、中证 500、沪深300期指代表的资金流向不一样，我们会通过这三个品种升、贴水的情况，去观察资金的流向和机构避险的风格 。 当资金在不同板块间流动切换时，是存在套利机会的。 上周的某个时点下我们判断，中证 500期指的贴水会缩小，同时反弹幅度会强于上证 50期指，于是我们做多中证 500期指、做空上证50期指，并且把当时账户的闲置“子弹 ”全都打出去了，日内盈利有1%。 ”韩冬 ，“在目前情况下 ，可以赚市场板块变化或者结构变化的钱 ，在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背景下 ，抓住市场不有效带来的利润机会。 ”

北京盈融达投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已经开始小范围使用新的对冲工具，最近基差收窄以后 ，将中证 500股指期货运用到灵活对冲产品上，可以做一些风险规避 ，不需要通过减仓解决，避免反复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市场中性策略“随风起舞”

相较之下 ，以沪深 300股指期货作为对冲手段的传统市场中性策略，尽管在去年底的蓝筹暴动中让投资者重新认识了它的风险，但今年以来的普遍业绩则可以用“随风起舞”来形容。 随着今年A股风格的迅速转变，中小盘股猛烈拉升行情，一度被认为失效的市场中性私募开始迎来反击。

好买基金数据显示，截至 5月6日，312只具有业绩数据的市场中性私募今年以来平均收益率为12.96%，表现最好的两只产品前海旗隆对冲分级基金一期、诺德量化对冲 5号今年以来收益率分别为69.93%、67.58%。

好买基金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底出现明显回撤的市场中性策略产品，今年业绩也显示出“随行就市”的特点，频频走高：和聚华享对冲1期去年12月单月跌幅达 9.97%，而今年以来业绩上涨高达39.71%；尊嘉ALPHA系列产品去年 12月跌幅在 15%左右，今年以来迎来较大反弹。 而部分去年12月业绩微跌或保持微涨的市场中性私募，今年以来收益率也呈现稳步走高态势：去年 12月微跌 3.26%的若愚量化阿尔法拙愚基金今年以来收益率9.52%；去年12月业绩微涨 0.08%的盈峰梧桐量化对冲基金今年以来涨29.36%；去年12月上涨2.68%的新方程盈峰量化对冲基金今年以来业绩上涨10.05%。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王梦丽称，综合来看，当市场处于上涨行情中，市场中性策略表现通常不及传统的股票做多策略，但当市场出现震荡，通常会有不错表现。 所以，对投资者来说，目前牛市已走到半山腰，回调风险较大时选择一些优质市场中性策略产品以对冲风险是个不错的选择。 中小盘个股上涨行情对市场中性策略来说尤为有利，基金经理可以选择创业板以及中小盘股票构建多头组合，而以沪深 300股指期货则构建空头组合，这也正是年初至今市场中性基金整体表现不错的一大原因。 不过，经过去年由蓝筹暴动引起的爆仓危机后，不少市场中性策略降低了市值因子的影响权重，避免“悲剧 ”再次发生。

王梦丽称“这类产品现在受市场的结构和风格影响还较大，数据显示市场中性私募的平均涨幅今年1月为 3.12%，2月为1.74%，3月为5.97%，4月为1.92%，总体上远超固定收益产品的业绩 ，同时基本和现货市场中小盘股的强势走弱相吻合。 ”

但王梦丽同时认为，随着未来中证 500股指期货被全面运用，过去存在的对冲工具匮乏、模型成熟度不够、产品受市场影响较大等问题将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市场中性策略本身和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相关度会降低 ，产品收益会更趋于稳定。

另一种观察市场的角度

尽管由于现实的“束缚”，中证500新品种上市满月时的实际效果并未如同预期，但机构对于新工具发挥的作用仍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认为不仅使自身增加了一种新的观察市场的角度，还对自身的资产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工具上市交易后，市场从单一变得更复杂多变 ，机构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不同种类的股指期货和持仓比例，这时对于机构而言，PK的不光是选股的能力，还有对冲风险和精细化管理的能力 。 现在股指期货的成交量也在千亿级别 ，对现货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 未来可以通过比较三种股指期货升、贴水的情况，来直观看到机构所持有股票的仓位和特点、避险的风格以及他们对市场的看法。 ”韩冬说。

而徐东升认为，资产管理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多样化去分散风险，达到资产的稳定增值。 他表示，中证 500股指期货和上证50股指期货的波动性和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波动性是不一样的，因此各种金融期货策略将受益于品种的丰富而更加稳定。 同时，当未来沪深 300股指期货、中证500股指期货和上证 50股指期货三个品种均被市场广泛运用后，还可以在三个品种之间设计各种套利和对冲的策略，为宏观对冲基金和CTA对冲基金提供有力的交易工具。

微量网CEO、北大对冲基金实验室执行主任冯永昌说 ：“工具的增加可以让投资者更清晰、精细地表达自己对市场结构的看法，以前看多或看空市场都只能通过买卖股票的方式，但现在可以精细到‘看多或看空到什么程度’，比如市场上做空股指期货的交易量有多少，就可以侧面看出市场的情绪到哪一个阶段。 另外，衍生品的提出为市场也增加了更好的流动性，例如高频策略类的交易都给价值投资者或中长期的投资者提供了交易对手和流动性，这样市场会比以前更加润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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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指新品月考不如预期

近期，以创业板为代表的中小盘因其强劲表

现成为市场争相追逐的焦点。 或受其涨幅过大影

响， 中证500股指期货从上市之初一直处于大幅

贴水状态，让一批想用它构建股票多头和期指空

头头寸的量化对冲私募“施展不开手脚” 。

“上市之前就开始期待，上市之后一直在等

机会，但最近中证500股指期货大幅贴水，我们

无法开仓，只能先静观其变。 ” 上海天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东升告诉记者。

量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岩草

称，他们公司设计的几个对冲策略在中证500股

指期货上的模拟盘测试效果很好， 几乎没有回

撤，只是鉴于目前的市场情况，还无法在实盘上

操作。“单从刚上市几天的流动性上，上证50股

指期货比中证500股指期货好，无论是持仓量还

是交易活跃度上都是如此， 但我认为这是和目

前的现货行情有关，理论上中证500的可交易程

度比上证50更强。 ”

徐东升和刘岩草的感受并非个例。 好买基

金研究员李歆介绍称， 他接触到的大部分市场

中性策略基金还没有将中证500股指期货大规

模运用到自己的产品设计中， 有小部分私募开

始测试，但整体上处于边试边观察的阶段，市场

效果总体上还未达到此前预期。

他解释称，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方面，中证500股指期货连续贴水，意味着机

构如果现在去做空，一旦贴水回归，就可能亏损

2、3个百分点， 这对于年化收益普遍在10%左

右、每个月上涨1%就算不错业绩的市场中性策

略产品来说，这种幅度的回撤无法承受。“这也

是私募一直期待中证500上市、但短期没有开仓

的原因。 我记得有几天收盘时，中证500股指期

货的基差为负的200多点，如果基差回归，回撤

并不小，这对机构来说是束缚，所以，现在比较

大的对冲基金还是把大头寸留在沪深300股指

期货上， 尝试着加入中证500和上证50股指期

货。 ” 李歆说。

另一方面，中证500股指期货上市以来的成

交量和沪深300还存在一定差距。他曾统计过一

个数据，显示沪深300股指期货日均成交额高峰

达到过1.8万亿， 但中证500主力合约日均成交

额在2000亿左右， 相当于沪深300主力合约的

九分之一，两者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

不过，他也特别强调，尽管中证500股指期

货短期的可交易性不如传统的沪深300股指期

货，但因前者行业分布更加均匀，对于不想获取

行业收益和风险的基金， 长期来看是一个更好

的工具选项。

“沪深300的行业配置比较偏，银行和非银

金融就占去了半壁江山， 但银行板块是很难获

取超额收益的，机构如果买银行板块的现货，对

冲银行股占比较重的沪深300股指期货，最后得

到的结果可能大概率上是不赚不赔， 这样就浪

费了仓位。相信未来中证500股指期货被全面使

用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 李歆说。

刘岩草称， 中证500上市至今持续贴水，理

论上存在反向套利的机会， 即机构可以融券做

空现货、同时做多股指期货来获利，但在目前国

内市场的实际情况下， 机构这么做的概率几乎

为零。 一方面，融券8%的利息是一个巨大的障

碍，另一方面，在中小盘股如此火热的市场，机

构不可能去卖中证500标的股票。 “持续贴水，

一方面跟近期中小盘股涨幅已经太高有关，一

方面也说明了机构做多现货、 做空期货的套保

需求强烈，造成做多意愿不足。 现在并没有特别

好的现货供我们来做空。 ”

尽管中证500股指期货目前还无法适用于

常见的市场中性策略， 但被部分机构用在了其

它方面。 北京盈创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韩冬说， 他们上周在一次跨品种套利的机会中

就发挥了中证500股指期货的作用。

“上证50、中证500、沪深300期指代表的资

金流向不一样，我们会通过这三个品种升、贴水

的情况，去观察资金的流向和机构避险的风格。

当资金在不同板块间流动切换时， 是存在套利

机会的。 上周的某个时点下我们判断，中证500

期指的贴水会缩小， 同时反弹幅度会强于上证

50期指，于是我们做多中证500期指、做空上证

50期指，并且把当时账户的闲置“子弹” 全都打

出去了，日内盈利有1%。 ” 韩冬说，“在目前情

况下，可以赚市场板块变化或者结构变化的钱，

在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背景下， 抓住市场不有

效带来的利润机会。 ”

北京盈融达投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

已经开始小范围使用新的对冲工具， 最近基差

收窄以后，将中证500股指期货运用到灵活对冲

产品上，可以做一些风险规避，不需要通过减仓

解决，避免反复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交

易效率。

市场中性策略“随风起舞”

相较之下，以沪深300股指期货作为对冲手

段的传统市场中性策略， 尽管在去年底的蓝筹

暴动中让投资者重新认识了它的风险， 但今年

以来的普遍业绩则可以用“随风起舞” 来形容。

随着今年A股风格的迅速转变， 中小盘股猛烈

拉升行情， 一度被认为失效的市场中性私募开

始迎来反击。

好买基金数据显示， 截至5月6日，312只具

有业绩数据的市场中性私募今年以来平均收益

率为12.96%， 表现最好的两只产品前海旗隆对

冲分级基金一期、诺德量化对冲5号今年以来收

益率分别为69.93%、67.58%。

好买基金的一份报告显示， 去年底出现明

显回撤的市场中性策略产品， 今年业绩也显示

出“随行就市” 的特点，频频走高：和聚华享对

冲1期去年12月单月跌幅达9.97%，而今年以来

业绩上涨高达39.71%； 尊嘉ALPHA系列产品

去年12月跌幅在15%左右， 今年以来迎来较大

反弹。 而部分去年12月业绩微跌或保持微涨的

市场中性私募， 今年以来收益率也呈现稳步走

高态势： 去年12月微跌3.26%的若愚量化阿尔

法拙愚基金今年以来收益率9.52%； 去年12月

业绩微涨0.08%的盈峰梧桐量化对冲基金今年

以来涨29.36%； 去年12月上涨2.68%的新方程

盈峰量化对冲基金今年以来业绩上涨10.05%。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王梦丽称，综合来看，当

市场处于上涨行情中， 市场中性策略表现通常

不及传统的股票做多策略，但当市场出现震荡，

通常会有不错表现。 所以，对投资者来说，目前

牛市已走到半山腰， 回调风险较大时选择一些

优质市场中性策略产品以对冲风险是个不错的

选择。 中小盘个股上涨行情对市场中性策略来

说尤为有利， 基金经理可以选择创业板以及中

小盘股票构建多头组合，而以沪深300股指期货

则构建空头组合， 这也正是年初至今市场中性

基金整体表现不错的一大原因。不过，经过去年

由蓝筹暴动引起的爆仓危机后， 不少市场中性

策略降低了市值因子的影响权重，避免“悲剧”

再次发生。

王梦丽称 “这类产品现在受市场的结构和

风格影响还较大， 数据显示市场中性私募的平

均涨幅今年1月为3.12%，2月为1.74%，3月为

5.97%，4月为1.92%，总体上远超固定收益产品

的业绩， 同时基本和现货市场中小盘股的强势

走弱相吻合。 ”

但王梦丽同时认为，随着未来中证500股指

期货被全面运用，过去存在的对冲工具匮乏、模

型成熟度不够、 产品受市场影响较大等问题将

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市场中性策略本身和市

场系统性风险的相关度会降低， 产品收益会更

趋于稳定。

另一种观察市场的角度

尽管由于现实的“束缚” ，中证500新品种

上市满月时的实际效果并未如同预期， 但机构

对于新工具发挥的作用仍然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 认为不仅使自身增加了一种新的观察市场

的角度， 还对自身的资产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新工具上市交易后，市场从单一变得更复

杂多变， 机构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不同种类的股

指期货和持仓比例， 这时对于机构而言，PK的

不光是选股的能力， 还有对冲风险和精细化管

理的能力。 现在股指期货的成交量也在千亿级

别，对现货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 未来可以通过

比较三种股指期货升、贴水的情况，来直观看到

机构所持有股票的仓位和特点、 避险的风格以

及他们对市场的看法。 ” 韩冬说。

而徐东升认为， 资产管理的基本目标是通

过多样化去分散风险，达到资产的稳定增值。 他

表示， 中证500股指期货和上证50股指期货的

波动性和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波动性是不一样

的， 因此各种金融期货策略将受益于品种的丰

富而更加稳定。同时，当未来沪深300股指期货、

中证500股指期货和上证50股指期货三个品种

均被市场广泛运用后， 还可以在三个品种之间

设计各种套利和对冲的策略， 为宏观对冲基金

和CTA对冲基金提供有力的交易工具。

微量网CEO、 北大对冲基金实验室执行主

任冯永昌说：“工具的增加可以让投资者更清

晰、精细地表达自己对市场结构的看法，以前看

多或看空市场都只能通过买卖股票的方式，但

现在可以精细到‘看多或看空到什么程度’ ，比

如市场上做空股指期货的交易量有多少， 就可

以侧面看出市场的情绪到哪一个阶段。另外，衍

生品的提出为市场也增加了更好的流动性，例

如高频策略类的交易都给价值投资者或中长期

的投资者提供了交易对手和流动性， 这样市场

会比以前更加润滑。 ”

成长股持续走强

期指贴水机构束手 市场中性策略随风起舞

□本报记者 徐文擎

周末在杭州举办的2015全

球对冲基金西湖峰会吸引了国

内不少对冲基金的大佬。 据参

会的某位国内对冲基金负责人

称， 除了讨论对冲基金人才协

会落地等事外， 席间同行内谈

论最多的就是上证50、 中证

500股指期货近来的市场表现

和相应的产品设计问题。

此时距离4月16日两只期

指新品上市刚好满月， 市场经

历从大涨到震荡的行情， 新的

股指期货使用效果却并未完全

如预期般“美好” ，尤其以中小

盘股为主要跟踪标的的中证

500股指期货， 上市之初即被

“寄予厚望” ，但由于近一个月

持续的贴水严重“束缚” 了机

构的手脚。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的多位量化私募经理表示，尽管

期指新品种月考效果目前待定，

但长期来看，市场中性策略产品

受到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会越来

越小，机构将且练且观察，抓住

市场不有效带来的利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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