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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业绩创10年新高

对冲基金投资者

撤离超百亿美元

□本报记者 李惠敏

“对冲基金研究”（HFR）最新

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一季度全

球对冲基金行业表现为2006年以来

最佳， 不过投资者仍然用脚投票撤

走了178亿美元。但是由于基金净值

显著增长， 一季度对冲基金行业资

产总额较2018年年底有所上升达到

3.18万亿美元。

一季度净赎回178亿美元

“机构投资者” 杂志分析，一季

度全球对冲基金平均收益5.7%，为

2006年以来同期最佳水平。 受益于

净值回升， 全行业资产总值较2018

年年底上升790亿美元，达到3.18万

亿美元，距离2018年9月创下的3.24

万亿美元的历史纪录仅一步之遥。

另一家对冲基金研究机构Pre-

qin在研究报告中指出, � 2018年四

季度全球对冲基金行业录得过去10

年最差季度表现。 一季度在一个比

较低的基点上反弹。 不过，相较于同

期美股强劲表现， 对冲基金行业的

反弹并不惊艳。 Preqin分析，由于一

季度市场的波动率比较高， 很多对

冲基金采取了防御姿势， 因此基金

跑输指数。

Preqin在研究报告中进一步表

示，2019年对于对冲基金行业来说

并不轻松。 一方面市场依然将维持

高波动的走势，对于对冲基金来说

要想在波动行情中获得优异收益

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对冲基金行

业也面临较大的赎回压力。 HFR统

计显示，2019年一季度对冲基金行

业净赎回178亿美元，至此，对冲基

金行业已经连续四个季度遭遇资

金净赎回。

投资者悲观

分策略来看， 一季度股票策略

基金在众策略中表现最佳。 该策略

一季度录得收益7.2%。 Preqin指出，

这基本与美国同期大盘股的涨幅一

致。不过拉长时间来看，截至3月底，

过去两年对冲基金行业年化收益

5.2%，低于标普500的10.4%。

一季度， 宏观策略和相对价值

策略是主流策略中表现最差的两个

策略，两者当期均仅录得约2%的收

益。 一季度投资者从宏观对冲基金

赎回65亿美元， 而2018年全年宏观

对冲基金仅赎回了123亿美元。值得

注意的是， 尽管股票型对冲基金表

现亮眼， 但是投资者还是从该策略

对冲基金赎回了107亿美元，股票型

对冲基金也是众主流策略中资金净

流出最多的。

从管理规模来看，值得注意的

是大公司未能幸免投资者撤资的

窘境。 资管规模超过50亿美元的对

冲基金1季度也遭遇了显著净赎

回，这些基金总共遭遇净赎回50亿

美元。 相较于2018年四季度的152

亿美元净赎回，净赎回情况有所缓

解。 但在全行业净赎回178亿美元

的情况下，50亿美元的净赎回幅度

依然较为显著。

Preqin的研究报告指出， 目前

对冲基金投资者倾向于选用多种策

略对冲基金以应对2019年的波动行

情。 “相较于此前，投资者似乎不愿

意增加对冲基金投资。 部分机构投

资者对行业看法越来越悲观， 他们

不断地赎回基金或者调换基金来应

对不确定性。

股指期货交易再度松绑“锦上添花”

量化对冲投资迎来扩容时代

□本报记者 黄淑慧

4月19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宣布，自2019年4月22日结算时起，

将中证500股指期货交易保证金标

准调整为12%； 将股指期货交易日

内过度交易行为的监管标准调整为

单个合约500手，套期保值交易开仓

数量不受此限； 将股指期货平今仓

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成交金额的

万分之三点四五。对此，量化投资人

士认为上述调整幅度明显， 而股指

期货交易的再度“松绑” 有望进一

步提升股指期货市场的流动性，并

推动以市场中性为代表的量化对冲

策略的管理规模的扩充， 量化投资

在中国市场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助推市场中性策略扩容

在4月20日召开的好买财富

2019年度中国私募行业高峰论坛

上， 国内私募行业中的顶尖量化投

资机构围绕 “量化投资新时代” 进

行了一场圆桌讨论。 来自黑翼资产

的合伙人兼基金经理陈泽浩， 明汯

投资的创始人兼投资总监裘慧明，

以及外资机构英仕曼集团AHL主席

Tim� Wong和贝莱德投资基金经理

邹江渝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明汯投资创始人兼投资总监裘

慧明分析说， 自去年12月上一次

“松绑” 以来，股指期货交易已经比

较接近正常化的水平， 这次的松绑

可谓“锦上添花” ，预计股指期货交

易量可能上升20%-30%，但不会有

“颠覆性” 改善。日内手续费是限制

交易量的主要因素。 平今仓交易手

续费下调至万分之三点四五， 仍然

是2015年8月之前的10倍以上。 从

这个角度来说， 监管鼓励通过对冲

降低市场的波动率， 但并不鼓励过

度投机。 因此，交易限制的松绑，对

高频交易的CTA策略还不是特别有

利， 但是对于对冲策略的开展会产

生积极的影响。

他进一步表示， 股指期货交易

的进一步“松绑” 有望扩充市场中

性策略的规模容量，“日内过度交

易行为的限制放松到20手的时候，

一个中性产品可以做到1亿左右的

规模；去年年底放松到50手的时候，

可以做到5亿-10亿。 现在进一步放

松到500手， 做到100亿规模都可

以。从这个角度讲，松绑打开了市场

中性产品的规模上限” 。

指数增强策略受关注

业内人士表示，在股市回暖、期

指松绑的环境中， 在各大量化策略

中，又以指数增强、市场中性等策略

最受投资者关注。

黑翼资产合伙人兼基金经理

陈泽浩认为，今年以来股市交易量

上升显著，加上股指期货交易进一

步放松的消息，会带来股指期货交

易量和流动性上升。在这样的市场

环境下，有三大可以重点关注的量

化策略，一是股指增强策略，不过

这一策略受制于股指本身的涨跌

幅，在牛市中表现更为突出；二是

受益于股票市场流动性增加、相对

高换手的市场中性策略，这一策略

在股市交易量上升、波动上升的情

况下表现比较突出。三是股指期货

也是CTA投资很重要的组成部

分， 受益于期指本身的波动性、流

动性增加， 对CTA策略有较大的

促进作用。

谈到指数增强策略， 贝莱德投

资基金经理邹江渝引用中国古语

“积跬步至千里” 、“集小胜为大

胜” 说，指数增强策略体系可以从

多个不同的维度出发来选择好的股

票，包括基本面维度、市场情绪维度

和宏观维度等， 进而提升能够战胜

指数的概率。

裘慧明表示， 指数增强策略的

表现基于两个大的前提，首先，从过

去十几年来的数据来看， 无论是沪

深300还是中证500都取得了不错

的收益， 指数本身就是不差的投资

标的。 其次，择时非常困难，而选股

能够提供超额收益。 而要实现跑赢

指数的目标，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

获取阿尔法尽量跑赢市场， 二是跟

踪误差不能太大， 要控制好和指数

的偏离。“因为沪深300是市场最大

市值的300只股票，如果沪深300指

数增强产品的太多个股在沪深300

之外选， 那么就很难保证不产生风

格偏移。而中证500则可以通过全市

场选股，通过优化实现目标。 ”

量化投资增长空间巨大

谈到量化投资在国内市场的发

展前景，裘慧明进一步表示，比起传

统主动管理策略， 无论是量化多头

策略还是量化对冲策略， 国内市场

上的量化策略管理规模还相对较

小， 头部量化私募机构管理规模也

仅仅百亿元左右。从海外市场来看，

量化策略的管理规模在对冲基金中

占比20-30%， 而在国内估计只有

5%左右，未来几年量化策略有非常

大的发展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国内市场

很大一部分量化基金经理均是曾经

就职于海外投资机构的华尔街海

归，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

放度的提升， 越来越多海外量化对

冲机构以WFOE的形式加入到中国

市场的量化军团中， 亦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量化投资市场的扩展。

与此同时，在此背景下，海内外

量化策略的融合度正在提升。 英仕

曼集团AHL主席Tim� Wong表示，

从策略交易来说， 希望把国外一些

有效运作多年的策略带到中国市

场， 但同时也会考虑是否要做一些

本土化的改动。“比如，在A股市场，

很多国有企业是规模很大的公司，

这和其他资本市场上的大公司是不

是有区别， 是否需要做一些因子或

者算法的改动， 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之一。 ” 同时，监管政策的变化和交

易系统的差异， 也需要外资机构在

本土化的过程中不断适应并改进。

裘慧明表示， 因为市场结构和

投资者特征不一样。 而国内一些机

构也会招聘海外的优质人才， 吸收

海外成熟的方法论。陈泽浩也表示，

国内机构会吸纳海外的优质人才，

海外机构也会聘请本土人才， 总体

而言，随着人才的融合，各流派量化

投资的投资体系、投资逻辑、投资方

法也会不断融合、进步、演变。

有私募称当前只是牛市起点

□本报记者 吴瞬

近期， 上证指数自攀上3200点

高峰之后，一直处于震荡走势中，叠

加外资流入放缓、 产业资本减持等

因素，A股后市能否继续走高成为

市场关注焦点。对此，多位私募人士

认为A股可能是最近一年内最好的

资产配置，更有人表示，当前仍只是

牛市的起点。

A股仍为配置价值最佳资产

近期， 在由横琴新区金融服务

局主办，横琴新区金融服务中心、横

琴新区金融行业协会、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协办、私募排排网承办，

以“汇私募·甄英才·创未来” 为主

题的2019年私募证券基金业发展大

会上， 不少私募人士表示A股仍是

近期配置价值最佳的资产类别。

上海天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

裁姜榕表示，“最近，我们对大类资

产的配置研究比较多， 我们一直在

学习全天候的投资理论， 跟踪各种

大类资产的状态。 天迪资产认为，A

股市场在最近一年之内是最好的资

产类别，再远一点，可能一些贵金属

是相对好的资产类别。 ”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翟敬勇表示，2019年是中国

经济， 尤其是中国股票市场承上启

下之年。“这是非常重要的节点，中

国老百姓在做大类资产配置的转

移， 这个大类资产配置的转移是从

房地产市场转向有价证券市场。 如

果很多投资人今年没有在二级市场

或者是股票市场赚到钱， 就是没有

把这个想清楚。 2019年是股票市场

上涨的元年。 尤其是科创板推出来

以后， 中国的A股可能会走出一个

类似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5到10

年的长期牛市。 ”

深圳市翼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裁王凤华坦言，现在最

好的市场还是资本市场。 “资产配

置首选就是股票，我们认为今年这

一波牛市的启动期在今年，持续期

至少三年，也可能会更长。” 在王凤

华看来，当前形成牛市的三大基础

都完全具备。 “三大基础第一是估

值比较低；第二个条件是经济比较

差， 市场份额会被大公司占据；第

三个是政策对冲， 中国现在大减

税，超出了市场预期。 ”

回避绩差公司

在市场短期快速上涨之后，市

场毫无疑问会面临着一些较大的

减持压力，这是否会造成后市的上

涨乏力？ 对此，广东谢诺辰阳私募

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朱

威表示：“我觉得产业资本减持有

多种情形，有一些是自己都知道自

己不值这个钱了；有些是要退出这

个产业；有些可能是有其他的财务

规划。 但是大多数来讲，专注自己

的主业， 主业经营得比较扎实，不

管是“马太效应” 还是蚕食其他竞

争对手份额期间，大多数看不到减

持。 我回想了我持仓的公司，没有

一个在减持。 ”

“因此， 我们在去年底就提出

来2019年是股票大年。 3月中旬时，

当时有很多分歧， 榕树投资提出来

3000点刚起步，预计市场到了4000

点以后， 可能才会出现一轮像样的

调整。认定了的好公司，越早买入可

能你收益越多。 ” 翟敬勇说。

而在具体的选择上，机构认为

应该回避绩差公司。 西藏长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金鑫表示：

“我们认为还是要看企业的素质，

企业的基本面。 一些优质的公司，

虽然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风浪，但是

它的抵抗力强，能站起来，甚至能

够在这个过程中争取到更多的市

场份额。 而一些资质比较差的公

司，过去靠炒概念、靠讲故事成长

起来的公司， 未来没有业绩支撑，

即使是现在的政策让他们发展，他

们底子也是比较虚的。 这个过程中

也会大浪淘沙。 所以市场最大的风

险点还是有一些上市公司本身的

素质不好。 ”

“具体到二级市场， 牛市并不

是大家都能赚钱， 牛市亏钱的例子

比比皆是。科创板推出以后，对我们

原来在A股市场的很多长期依赖打

听消息、坐庄，利用资金优势这一类

的操作手法， 可能会是一个致命的

打击。 ” 翟敬勇表示，在未来的市场

中平庸的公司估值会不断往下走。

投资者应该远离这些平庸的公司，

回避得越早，损失就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