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F引领投资精细化时代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随着国内居民个人财富增

长以及国内政策监管的明朗

化， 证券基金行业出现迅猛发

展，呈现出多元化资产井喷、各

类策略百花齐放的态势。 截至

2015年底， 公募基金公司共有

107家， 累计基金数量2692只。

其中2015年新成立的基金公司

有4家， 新发行的基金达到800

只。 私募基金行业也出现跳跃

式增长，2015年已备案私募基

金由25369只，证券类私募基金

占15182只，实缴资金1.7289万

亿元。 截至2015年底，私募基金

从业人员接近40万人， 已登记

私募基金管理人25005家。无论

从资管规模还是产品只数来

看， 证券基金行业均有长足的

发展。

基金业绩分化

加大筛选难度

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涌现

出很多优质基金管理人和产品，

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资产配

置选择，但是琳琅满目的基金也

增加了投资者的筛选难度。不论

是公募还是私募基金，业绩分化

都比较明显。 2015年有745只成

立满一年的主动管理型权益类

基金， 排名第一的收益率有

171.78%，排名最后的收益率有

-17.75%。 而且即使是同一位基

金经理管理的同一只基金也很

难保持长期业绩稳定，比如去年

排名第二的权益类公募基金，今

年以来收益率垫底。私募基金行

业更呈现出良莠不齐，基金业协

会数据显示，2015年有1686只

证券类私募基金清盘，平均每月

清盘138只。

FOF基金四大优势

基金业绩参差不齐，个人、

机构投资者如何筛选基金、如

何配置资产成了急需解决的难

题。 FOF基金在这种背景下应

运而生。 FOF基金是依托投资

机构和科学的基金分析及评价

系统，有效的从品种繁多、获利

能力良莠不齐的基金中找出优

势品种，通过多方向的投资，最

大限度地帮助投资者降低风险

和获取收益。

相对其他类型基金而言，

FOF基金有“四大优势” ：精选

投资标的，优化资产配置，分散

投资风险，降低投资门槛。 FOF

基金背靠强大投研团队，既能够

全方位，多维度深入挖掘优质基

金，优中选优，又可以及时分析

市场趋势，优化投资组合中的大

类资产配置。通过大类资产配置

加精选个基的投资方式，FOF能

有效回避市场不确定因素，平滑

净值波动。 另外，有些投资机构

不接受个人投资者，或者对投资

金额要求较高。个人投资者可以

通过FOF形式投资到这些门槛

高的基金产品。

引领投资精细化时代

在国外， 这种精细化的投

资方式逐渐得到专业机构投资

者认可，FOF基金已经成为主

流投资方式之一。 美国投资公

司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美国

FOF基金规模从2000年几百亿

美元规模增长到2015年的1.2万

亿美元， 年化复合增长率超过

20%， 明显高于共同基金6%左

右的增长水平。 在国内，FOF基

金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是前景

可期。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显示，

2015年6月，普通股票型私募月

平均收益率-11.35%，同期FOF

基金平均收益率-3.92%。 在市

场剧烈波动时，FOF基金抵御

风险的特性突显出来。 于是，券

商、基金公司、银行、三方理财

等机构纷纷加紧布局FOF基

金，仅2015年就新发580只FOF

基金，规模约660亿元。 FOF基

金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

着监管层鼓励直接融资， 以及

金融体制机制的完善，FOF将

会引领市场进入更加精细化的

投资时代。

亲历巴菲特股东大会

普通投资人向他学习什么

□诺亚财富 章嘉玉

全球金融“网红” No.1

巴菲特一年一度的股东大

会刚刚结束，其影响力仍在

持续发酵。 笔者亲历此次股

东大会后，在这里分享自己

的感悟，有关投资，也有关

人生。

理解市场不同

进程中的选择

尽管深信中国股市未

来数十年的发展必然是一

个上升的曲线，但其中路径

的曲折是必然，特别是在市

场参与者结构不同，监管法

规仍在改进的阶段。 A股市

场的无效率，信息披露的不

周全、不透明，大量散户行

为都会对股票价格形成扭

曲，这个阶段将存在一段时

间。 这使主动投资的信仰

者，有机会利用市场讯息的

不对称与无效率，创造出超

额利润。 国内基金打败指数

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如果怀

抱着同样的理解看国外市

场的投资，可能不然。 巴菲

特建议，在效率市场中的投

资费用最低的指数型产品，

可能是散户投资最简单正

确的选择。

投资就像玩拼图

无论是资产配置理论

中的均值方差理论， 还是

行为金融学中依赖过去经

验的分析方式， 还是因过

度自信等情绪性因子形成

的投资偏差， 或者是从价

格或库存分析预测商品期

货的投资……各种投资思

维都像完善整体投资思维

框架的一块拼图。 单一各

有功能， 也各自有其运用

准则， 但仅靠单一智慧形

成的投资信仰， 例如只相

信量化， 只关注投资价格

变动模式等， 可能都只是

一时选时选势聪明的结

果，无法形成可复制、可持

续的模式。

寻找自己的信仰

巴菲特从事投资50多

年，像经营企业般的选择投

资标的。 大量阅读宏观微观

资讯，有专业团队的研究支

持， 投资理念明确清晰，坚

持不变：“关注企业内在价

值，不关注短期股价变动” ，

保持能力、有见识、有方法，

风险在专业中得到有效控

制， 自然可以集中押注投

资。 而一般人在能力上、在

投注人力上、专业知识上都

无法与巴菲特类比，却又期

望能有有效方法，长期等待

回报，自然应该选择理解基

础资产特性与稳定周期的

关系，建立相关性低、风险

互冲的分散式组合较容易

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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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三成私募仓位过半

部分私募青睐价值股

□本报记者 刘夏村

逾三成私募仓位过半

据私募排排网调研，进入5

月， 市场情绪并未出现明显波

动， 对冲基金经理基本上维持

了上月对市场的乐观情绪。 受

访的私募基金公司中， 约三分

之一左右当前的仓位在五成以

上，他们认为，尽管大盘指数在

4月下半月形成了一定的回

调， 但是并没有明显持续向下

的迹象， 所以更偏向短期内反

弹行情的看法。

其中，5月A股市场趋势

预期信心指标值为116.36，与

上个月水平几乎完全一致。 该

项指标表明，基金经理总体对

5月行情持续保持乐观。 调查

结果显示，41.82%的基金经

理持乐观态度，其中极度乐观

的基金经理比例上升较为明

显 ， 占 总 体 受 访 人 数 的

12.73%；另外，有41.82%的基

金经理持中性态度，这一比例

较上月有所增加， 显示4月后

半月的A股走势增加了他们

对5月行情看法的不确定性。

选择悲观/极度悲观的基金经

理 依 然 占 总 受 访 人 数 的

16.36%，市场在重大点位未能

形成有效突破显示了市场信

心不足的一面。

另外，5月仓位增减持投资

计划指标值为120， 较上月上

涨5%。该指标出现上涨主要受

益于对冲基金经理减仓意愿的

减少。调查结果显示，四成左右

的基金经理计划大幅增仓/增

仓， 其中大幅增仓比例占总受

访人数的12%， 较上月有明显

上升；52%的受访基金经理将

维持当前仓位不变， 在经历了

过去两个月受访私募普遍加仓

后，在行情尚未非常明朗之前，

多数私募倾向于维持现状；减

仓意愿方面，有8%的受访基金

经理并不看好5月行情， 有减

仓打算， 但这一比例较上月明

显下降。

强调精选价值

对于近期市场投资机遇，

深圳某私募基金负责人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精选价

值是当下攻守兼备的投资策

略。 从年报及一季报来看，具

备内在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龙

头公司业绩普遍较好，某些寡

头公司增长甚至超预期。公司

的管理能力和创新积累在经

济转型期愈发重要，拥有丰厚

现金流的公司进入良性循环，

甚至蚕食对手，这样的公司开

始跑赢市场。 展望年中，一些

必需品行业存在相应的投资

机会， 这些子行业往往收入

稳定， 而盈利在未来存在改

善的可能性。

知名私募重阳投资表示，

目前的市场本身较弱， 不具备

连续大幅上涨的基础， 如果出

现连续上涨， 很多投资者将很

快卖出离场。 但这种上涨一天

然后再震荡稳固一下， 使获利

盘的积累不多， 同时伴随着板

块的轮动， 可能回头看某些个

股已经实现了不错的涨幅。 资

金开始青睐估值较低的品种，

这说明市场风格可能正在经历

转变。因此，目前普遍比较悲观

的行业， 不排除会迎来一次估

值修复行情。

重阳投资基金经理王晓

华表示，市场回归理性不会一

步到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 在第一个阶段，市场极度

活跃， 多数参与者心态浮躁，

只关心股票有没有概念，而不

关注是否有业绩支撑。 这个阶

段是纯预期炒作。 到第二个阶

段， 市场的活跃度会有所下

降，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多地关

注公司的业绩是否有正向变

化，但并不关心公司的绝对估

值水平。 这个阶段主要寻找的

是确定性强的业绩增长。 第三

个阶段，市场的活跃度降至较

为稳定的水平，参与者心态比

较理性，不仅关心公司业绩增

长的确定性，还注重公司估值

水平的横向对比，倾向于估值

低且业绩确定性强的股票。 在

王晓华看来，从当前行情初步

判断，市场正在向理性投资的

方向回归。

私募排排网最近调研显示，受访的私募基金公司中，约三分之一当前仓位在

五成以上，私募基金经理总体对5月行情保持乐观。 部分私募基金人士认为，近期

市场对于对具有业绩支撑的板块特别偏好，投资基本围绕低估值、消费属性、业绩

向好的主线展开，显示市场风格向理性投资回归，精选价值是当下攻守兼备的投

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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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好买私募数据中心，基金业协会，截止时间：2015/12/31。

CFP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