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益率居全球第二

前11月投向中国市场对冲基金“大赚”

本报记者 吴娟娟

美国纳斯达克旗下基金研究机构eVestment日前发布的最新全球对冲基金统

计数据显示，按投向市场统计，2019年前11个月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收益率水

平位居全球第二，这与A股2019年赚钱能力突出直接相关。部分外资机构认为，这一

趋势有望在2020年持续，2020年A股估值、盈利预期均有较大吸引力。

股票策略表现突出

eVestment统计的2019年前11个月数据显示，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在此期

间的平均收益为17.80%，仅次于投向俄罗斯市场的对冲基金收益水平，后者在2019

年前11个月平均收益为19.01%。 根据eVestment的统计口径，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

基金投资范围包含A股，港股以及海外上市的中概股。

整体说来，2019年全球对冲基金表现不俗。 到目前为止，主流策略均获得了正

收益。2019年前11个月，行业平均收益为9.01%。这一收益尽管仍远远不及同期标普

500指数27.63%的收益水平，但是，相较于2018年全年全行业平均亏损5.07%的收

益水平，已经显现翻身的态势。eVestment分析指出，如果2019年剩余三周不出大的

意外，预计全球对冲基金行业全年收益可观。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收益率放在投向亚洲市场（不

包含日本）这一类别中进行比较，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2019年前11个月的表现

非常突出。 具体来看，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今年前11个月平均收益17.80%，同

期投向亚洲市场（不包含日本）的对冲基金平均收益率仅为5.47%；2018年投向中

国市场的对冲基金平均亏损16.62%，同期投向亚洲市场（不包含日本）的对冲基金

亏损11.33%；2017年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平均收益34.77%，同期投向亚洲市场

（不包含日本）的对冲基金平均收益21.76%。 以三年为时间维度看，投向中国市场

的对冲基金较投向亚洲市场（不包含日本）的对冲基金平均收益也更胜一筹。

2019年股市向好， 主流策略中的股票策略表现突出。 eVestment统计显示，前

11个月全球对冲基金表现最好的为股票多空策略， 同期获得的平均收益率为

12.12%；股票策略中以持股集中度高为显著特征的（积极行动）策略同期也获得了

10.11%的收益。 二者分别为前11个月最赚钱的策略的冠亚军。

外资从中概股转向A股

eVestment未提供投向中国市场对冲基金的具体持仓，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A

股对上述17.80%收益的贡献不可忽视。 指数公司明晟MSCI网站信息显示，截至11

月29日， 涵盖A股、 港股、 海外上市中概股的基准MSCI中国指数年内收益率达

14.15%，可见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跑赢基准。机构表示，增加了A股配置或是背

后主要原因。

事实上，不只是对冲基金，部分机构表示，随着MSCI、富时罗素等国际指数相继

纳入A股，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外资机构整体对中国市场的认识正在从中概股向A

股转移。部分外资机构的中国股票基金经理已表现出对“白马股” 的青睐。安本标准

投资中国股票部主管姚鸿耀日前就在与客户交流时表示，A股中“白马股” 与中国

经济的内需消费相关，而内需消费又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所以“白马股” 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

姚鸿耀认为，目前A股中的消费“白马股” 还是比较便宜的。 虽然有些股票涨了

不少，但是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很多资金是把中国市场放在新兴市场的整体篮子

里考察的。 与新兴市场中的印度、印尼相比，中国的内需消费估值依然具有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内需消费盈利增长完全可以支撑目前的估值。

值得注意的是，11月下旬以来的A股“白马股” 典型代表———贵州茅台股价经

历了一小波回调，与此同时海外对冲基金有逢低买入的迹象。 数据显示，12月6日、

12月9日海外券商极讯亚太通过陆股通买入2.12亿元、1.43亿元的贵州茅台。 据港交

所相关人士介绍，不少海外对冲基金通过极讯亚太渠道买入A股，因此极讯亚太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对冲基金的A股投资动态。

除了对冲基金，部分海外股票多头基金经理也显示了对贵州茅台的热爱。 瑞银

中国股票主管施斌就认为，目前贵州茅台的基本面仍可支撑其股价，出现回调时，会

考虑买入。

知名长线投资机构资本集团旗下的欧洲亚太成长基金11月底向美国证监会提

交的持仓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贵州茅台为这只规模超过1260亿美元的

主动管理型股票基金必需消费类股票的第二大重仓，该类别的第一大重仓为雀巢。

看好明年中国资产表现

景顺投资亚洲（日本除外）投资总监迈克·绍表示，2020年中国经济微观增长仍将

保持强劲势头，市场一致预期MSCI中国企业将在2020年实现双位数盈利增长。 结

构性增长部门(包括消费相关部门、医疗保健和信息技术部门)的盈利增长将尤为强

劲，涨幅有望超过20%。

“较低的估值为我们开启了2020年的机遇之窗，我们可趁低吸纳优质公司。 截

至9月底，中国股票的12个月远期市盈率约为11倍，低于历史水平且较发达市场股

票估值(12个月远期市盈率为15.7倍)存在大幅折让。 ” 迈克·绍表示。

迈克·绍认为，应该全面布局中国资产，“可从整个市场范围(例如A股、H股和美

国存托凭证)内选取最佳机会，而不论其上市地区。 ” 他认为，基于上述分析，中国股

市有望在2020年出现双位数盈利增长，并保持极具吸引力的估值。

最近一段时间北向资金汹涌流入，陆续印证了外资机构人士的逢低买入中国资

产的看法。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13日收盘，北向资金当日合计净流入52.71亿

元。沪深股通上周合计净流入205.06亿元，11月14日以来累计净流入815.97亿元。据

了解，目前由于交易便捷，沪港通、深港通已经成为外资投资A股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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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优私募基金

偏爱“PE式投资”

□好买基金 曾令华

由于工作原因，笔者特别关注业绩好的基金。每

三年、 每年甚至每个月业绩前列的基金几乎都会关

注一下。 今年让笔者印象深刻的就是二级市场投资

的“PE化” 。 业绩好的私募基金，大多数都是看得更

长，更注重企业的未来“空间” ，重品质甚于价格。

好企业与好价格

优秀的价值投资者都是在好公司与好价格之间

找一个平衡。如景林投资，其策略核心则是采用深度

价值的投资理念，致力于发掘那些具有行业门槛高、

增长潜力高、估值低的公司，并长时间持有。 对基本

面进行研究时，景林会对公司的成长性，盈利模式，

产品，团队，财务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注重公司

所处的行业结构和公司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公

司的护城河和竞争优势，盈利、市值、资产价值和团

队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关注价格，景林的核心人

物蒋景志在一次演讲中在回答如何卖时说：“我们

还是要回到价值投资，贵了就卖，便宜了就买，买进

卖出基于的判断是一样的。 卖点的选择基于两个因

素，一个是便宜变成了贵，另一个是我找到一个更有

价值，而价格更便宜的股票，就把它换了。 ”

高毅是近几年表现卓越的私募， 其核心人物邱

国鹭是典型的价值投资者，他将投资分解为估值、品

质和时机三个维度。在估值上，他通常希望估值在25

倍市盈率以下；品质方面，“宁数月亮，不数星星” ，

他坚持以龙头为标准，并参考行业基本面，谨防估值

陷阱；时间方面，并非指择时，而是对大盘所处的位

置做到心中有数。

淡水泉十年坚持的逆向投资， 如今已经成为了

其重要的标签。 逆向投资的理念实际上源于价值投

资， 坚信股票的内在价值， 而股价则是围绕价值波

动。 逆向投资者们的初衷是寻找不为市场关注而低

估的股票， 同时避免那些被投资者追捧而被高估的

标的。从淡水泉的收益归因来看，30%来自于市场情

绪差、70%来自于基本面预期差的修复。如果把公司

简化为好与便宜的维度， 淡水泉更在乎价格的相对

便宜。

可见，这些优秀的管理人，专注于找到好公司，

本质是在找市场定价与企业定价之间的纠错机会。

今年一些业绩“惊人” 的基金，更强调的是“寻找未

来5-10年可以从1元变成100元的标的” 。 这种方法

潜的隐忧是，缺少容错性，好企业往往是跟出来的。

另外，这种投资往往非常集中，波动也相对大，“好”

的东西未必就是适合投资者的东西。

封闭期并非越长越好

这种“PE式投资” 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长周期持

股，表现在产品上就是封闭期的延产。一般私募基金

是6个月的封闭期，随后可以赎回。近几年还出现了3

年期的产品以及5年期的产品。

事实上， 笔者是认为封闭期长有利于投资者来

投资的，并认为“流动性是散户的毒药” 。 从不亏钱

的角度来看，每类资产都有久期。 例如，货币类资产

的久期可能是1天，今天买，明天赎大概率是能赚钱

的，债券资产的久期是一年，持有满一年，大概率也

是能赚钱的，股票资产的久期大致是3年，持有满3年

赚钱的概率较大。 持有时间太短是大多数投资者投

资权益类产品亏钱的主要原因。

从绝对收益角度来看，封闭期越长，越能达到保

本的目的。但是封闭期长的基金，是不是业绩一定会

好过封闭期短的业绩呢？ 笔者曾把每个时间段发行

的私募基金封闭期和其旗舰产品的年化收益率进行

了回归分析， 发现私募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和新发行

的私募基金封闭期长短相关度不高。换句话说，基金

最终的收益的高低，还是取决于当时的环境。笔者有

一个经验的总结， 投资成绩＝30%能力+30%运气

+40%的情绪管理。 其实封闭式基金不是什么新事

物， 第一批公募基金就是封闭式基金， 后来逐渐式

微。 即便是现在，封闭式基金上市一般都有折价，而

且随着封闭期限的加长，折价率还会加大。

在封闭3年乃至5年为投资者开始接受的时候，

笔者想提个醒：仍要专注于管理人，而不是封闭期，

封闭期越长，并不是产品越好，万不可舍本逐末。 这

就好比登山用拐杖的质量来衡量登山者的能力，封

闭期只不过是在投资登山时的拐杖而已。事实上，封

闭期越长，对管理人的要求越高，投资人在选择时越

要多一些斟酌。

股票策略表现突出

eVestment统计的2019年前11个月数

据显示， 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在此期

间的平均收益为17.80%， 仅次于投向俄罗

斯市场的对冲基金收益水平， 后者在2019

年前 11个月平均收益为 19.01% 。 根据

eVestment的统计口径， 投向中国市场的

对冲基金投资范围包含A股，港股以及海外

上市的中概股。

整体说来，2019年全球对冲基金表现

不俗。 到目前为止，主流策略均获得了正

收益。 2019年前11个月，行业平均收益为

9.01%。 这一收益尽管仍远远不及同期标

普500指数27.63%的收益水平， 但是，相

较于2018年全年全行业平均亏损5.07%

的收益水平， 已经显现翻身的态势。

eVestment分析指出，如果2019年剩余三

周不出大的意外，预计全球对冲基金行业

全年收益可观。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将投向中国市场

的对冲基金收益率放在投向亚洲市场 （不

包含日本）这一类别中进行比较，投向中国

市场的对冲基金2019年前11个月的表现非

常突出。 具体来看，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基

金今年前11个月平均收益17.80%， 同期投

向亚洲市场（不包含日本）的对冲基金平

均收益率仅为5.47%；2018年投向中国市场

的对冲基金平均亏损16.62%， 同期投向亚

洲市场 （不包含日本） 的对冲基金亏损

11.33%；2017年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

平均收益34.77%，同期投向亚洲市场（不

包含日本） 的对冲基金平均收益21.76%。

以三年为时间维度看， 投向中国市场的对

冲基金较投向亚洲市场 （不包含日本）的

对冲基金平均收益也更胜一筹。

2019年股市向好， 主流策略中的股票

策略表现突出。 eVestment统计显示，前11

个月全球对冲基金表现最好的为股票多空

策略，同期获得的平均收益率为12.12%；股

票策略中以持股集中度高为显著特征的

（积极行动） 策略同期也获得了10.11%的

收益。 二者分别为前11个月最赚钱策略的

冠亚军。

美国纳斯达克旗下基金研究机构eVestment日前发布的最新全球对冲基金统计

数据显示， 按投向市场统计，2019年前11个月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收益率位居全

球第二，这与A股2019年赚钱能力突出直接相关。 部分外资机构认为，这一趋势有望在

2020年持续，2020年A股估值、盈利预期均有较大吸引力。

前11个月收益率居全球第二

对冲基金投资中国市场获利丰厚

□本报记者 吴娟娟

看好明年中国资产表现

景顺投资亚洲（日本除外）投资总监

迈克·绍表示，2020年中国经济微观增长仍

将保持强劲势头，市场一致预期MSCI中国

企业将在2020年实现双位数盈利增长。 结

构性增长部门(包括消费相关部门、医疗保

健和信息技术部门) 的盈利增长将尤为强

劲，涨幅有望超过20%。

“较低的估值为我们开启了2020年的

机遇之窗，我们可趁低吸纳优质公司。 截至

9月底，中国股票的12个月远期市盈率约为

11倍， 低于历史水平且较发达市场股票估

值(12个月远期市盈率为15.7倍)存在大幅

折让。 ” 迈克·绍表示。

迈克·绍认为， 应该全面布局中国资

产。 “可从整个市场范围(例如A股、H股和

美国存托凭证)内选取最佳机会，而不论其

上市地区。” 他认为，基于上述分析，中国股

市有望在2020年出现双位数盈利增长，并

保持极具吸引力的估值。

最近一段时间北向资金汹涌流入，陆

续印证了外资机构人士的逢低买入中国资

产的看法。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13日

收盘，北向资金当日合计净流入52.71亿元。

沪深股通上周合计净流入205.06亿元，11

月14日以来累计净流入815.97亿元。 据了

解，目前由于交易便捷，沪港通、深港通已

经成为外资投资A股的主要渠道。

从中概股转向A股

eVestment未提供投向中国市场对冲

基金的具体持仓，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A股

对上述17.80%收益的贡献不可忽视。 指数

公司明晟MSCI网站信息显示，截至11月29

日，涵盖A股、港股、海外上市中概股的基准

MSCI中国指数年内收益率达14.15%，可见

投向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跑赢基准。 机构

表示，增加了A股配置或是背后主要原因。

事实上，不只是对冲基金，部分机构表

示，随着MSCI、富时罗素等国际指数相继

纳入A股，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外资机构整

体对中国市场的认识正在从中概股向A股

转移。 部分外资机构的中国股票基金经理

已表现出对“白马股” 的青睐。 安本标准投

资中国股票部主管姚鸿耀日前就在与客户

交流时表示，A股中“白马股” 与中国的内

需消费相关， 而内需消费又代表了经济发

展的新趋势，所以“白马股” 一定程度上代

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

姚鸿耀认为，目前A股中的消费“白马

股” 还是比较便宜的。虽然有些股票涨了不

少，但是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很多资金是

把中国市场放在新兴市场的整体篮子里考

察的。 与新兴市场中的印度、印尼相比，中

国的内需消费估值依然具有吸引力。 更重

要的是， 中国的内需消费盈利增长完全可

以支撑目前的估值。

值得注意的是，11月下旬以来的A股

“白马股” 典型代表———贵州茅台股价经

历了一小波回调，与此同时海外对冲基金

有逢低买入的迹象。 数据显示，12月6日、

12月9日海外券商极讯亚太通过陆股通买

入2.12亿元、1.43亿元的贵州茅台。 据港交

所相关人士介绍，不少海外对冲基金通过

极讯亚太渠道买入A股， 因此极讯亚太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对冲基金的A股投资

动态。

除了对冲基金， 部分海外股票多头基

金经理也显示了对贵州茅台的热爱。 瑞银

中国股票主管施斌就认为， 目前贵州茅台

的基本面仍可支撑其股价，出现回调时，会

考虑买入。

知名长线投资机构资本集团旗下的欧

洲亚太成长基金11月底向美国证监会提交

的持仓报告显示， 截至2019年9月30日，贵

州茅台为这只规模超过1260亿美元的主动

管理型股票基金必需消费类股票的第二大

重仓，该类别的第一大重仓为雀巢。

投向 2019年前11个月 2018年 2017年

俄罗斯 19.01% -13.22% 13.14%

中国 17.80% -16.62% 34.77%

印尼 11.59% -2.29% 15.13%

日本 6.70% -8.04% 13.76%

亚洲（日本除外） 5.47% -11.33% 21.76%

印度 -2.90% -16.23% 32.40%

数据来源/eVestment�制表/吴娟娟

今年投向不同市场的对冲基金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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