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条）公募三季度持仓曝光 明星经理各有所好

本报记者 李惠敏 张舒琳

A股上市公司三季报披露已拉开帷幕，傅鹏博、朱少醒、周应波等明星基金经理以及备受关注的社保基金持仓情况逐渐曝光。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傅鹏博连续十个季度持有特种化工企业皇马科技，周应波则新进持有国内超白玻璃龙头公司金晶科技。 与此同时，国民技术等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了社保基金的身影。

基金业内人士表示，在震荡市中不会大幅降低仓位。 目前，核心资产与周期股和小盘股之间的再平衡已接近尾声，估值差大幅收敛，后市投资需要格外注重个股挖掘。

公募基金持仓披露

10月14日，皇马科技发布三季报，傅鹏博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再次现身前十大流通股东，共持有皇马科技约2632万股，占流通股比例4.47%；与二季度末相比，加仓了794.34万股。

从2019年四季度开始，就有多只公募基金买入皇马科技，随后又陆续撤离。 截至10月14日，该股最新股价为每股15.19元。 傅鹏博管理的基金则是从2019年二季度进入这只股票，最初持仓213.70万股，此后多次加仓，直至成为皇马科技第五大流通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傅鹏博，还有两位兴全系老人———原兴全基金副总经理、公募投资总监王晓明和原兴全基金副总经理、专户投资总监杜昌勇管理的睿郡私募也加仓了皇马科技301.08万股，连续两个季度进入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

金晶科技前十大流通股东中首次出现知名基金经理周应波的身影。 周应波管理的中欧明睿新常态混合新进持有1869.74万股，持股市值约1.97亿元，占流通股比例为1.31%，一举成为该公司第二大流通股东。 此外，前十大流通股东中还出现了浙商丰利增强债券、上海赤钥投资-赤钥3号等公私募基金的身影。

社保基金新进持有国民技术

三季报显示，网络安全和集成电路概念股国民技术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首次出现了社保基金的身影，全国社保基金602组合、全国社保基金504组合分别新进持有609.72万股、488.29万股，持股市值分别为1.71亿元、1.37亿元，占流通股比例分别为1.12%、0.90%，位列国民技术第三、第六大流通股东。

全国社保基金402组合则减持了324.14万股玻璃龙头企业旗滨集团，共持有1228.20万股。 与此同时，知名基金经理王克玉管理的泓德瑞兴三年持有小幅减仓356.56万股，最新持有1270.52万股。 不过，另一位公募老将朱少醒，其管理的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LOF)三季度大幅加仓1130.96万股旗滨集团，共持有1230.29万股，新进成为其前十大流通股东。 此外，张锋管理的东方红启恒三年持有混合、过钧管理的博时信用债券也新进成为旗滨集团前十大流通股东，分别持有1408.61万股、1200.00万股。

风格再平衡接近尾声

近期，A股市场维持震荡走势，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一些基金经理除了应对流动性需求之外，组合仓位没有显著下降。 某中大型公募基金经理表示，在一个以价值驱动为主要动力的市场中，同涨同跌的特征在改变，市场波动频繁，若以仓位调整的方式来博弈，风险是较大的。

他认为，今年以来的市场表现，整体可称之为核心资产与周期股和小盘股之间的再平衡，目前两者的估值差已大幅收敛，再平衡已接近尾声，个股挖掘将重新成为获取阿尔法的关键。 他表示，组合的构建将坚持“新兴+周期”的选股框架。 其中，在高成长方向，选择未来长期维持高增长的大赛道；在周期成长方向，虽然行业自身有周期波动，但部分处于景气低谷，价格较低的优质公司有望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二次成长。

展望后市，一位百亿公募基金经理表示，未来一段时间的流动性表现或相对稳健，需要关注的风险是产业链成本的大幅上涨对中下游需求端的影响，尤其是产能利用率方面。另外，为了实现远期的“双碳”目标，需要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和大规模的资本开支，提高新能源系统相对传统能源系统显著的成本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社会在研发、资金等方面的资源投入，也将给专业研发能力强的企业带来广阔发展空间，其中有望产生具备广阔增长空间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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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85.27万元—259.38万元

盈利：18,526.8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8.60%-99.0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07元/股—0.010元/股 盈利：0.735元/股

（2）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2,515.67万元—2,589.78万元 盈利：8,587.0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00元/股—0.103元/股 盈利：0.341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1-9月，受国内外化工原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公司胶粘剂新材料板块主要产品生产所需原材

料价格出现较大涨幅，导致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出现较大幅度增加，致使产品销售毛利率有较大幅度下滑，从

而导致了公司净利润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军工科技板块整体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在手订单饱满，电磁兼容与电源模块业务保持

稳健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856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等。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与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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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主营产品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1年国内外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同时受化工原材料行业供需格局与“能耗双控” 等叠加因素影响，国

内化工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经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研究并审慎考虑后

决定：公司主要胶粘剂类产品（包括环氧胶类、聚氨酯胶类等）销售价格将在原价基础上进行上调，其中：

环氧胶类系列产品价格上调 20%-40%；聚氨酯胶类系列产品实行“一单一价” 形式接单；同时，公司

工业胶类部分产品价格将进行10%-25%的上调。 具体以公司官方报价为准。

公司将密切跟踪原材料价格的走势及供需情况变化，及时做好胶粘剂产品的调价工作。 对产品进行提

价是公司在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营业成本增加后实施的营销措施之一，未来公司产品价格也将随原材料

价格走势及波动适时调整。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次提价对销售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存在产品价格继续波动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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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2021年10月12

日、10月13日、10月14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核查，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重大风险提示。截止2021年10月14日，公司收盘价为15.19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数据，公司最新市盈率为44.83倍。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2021年10月12日、

10月13日、10月14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累计达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自查核实并向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发函查证，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核实：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

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提示投资者注意如下交易风险：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截止2021年10月14日，公司收盘价为15.19元/股。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发布的数据，公司最新市盈率为44.83倍。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上网披露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其他相关方的书面回函

9月消费市场供需基本平稳

价格总体稳定

（上接A01版） 调查的40个工

业行业大类中，价格上涨的有36个，

比上月增加4个。

据测算，在9月10.7%的PPI同比

涨幅中， 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

约为1.8个百分点，与上月相同；新涨

价影响约为8.9个百分点， 比上月扩

大1.2个百分点。

“预计四季度大宗商品价格仍

将维持高位，PPI同比将保持在10%

以上。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

高瑞东称，从国内看，尽管地产、出口

需求承压，但供给端约束较多，工业

品供需环境持续偏紧，带动高耗能行

业价格上涨。 从国际看，近期各国加

快解封步伐，极端天气限制绿色能源

发力，加之冬季用能高峰到来，共同

推动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需求上

升，供给端存在产能不足、库存低位

等问题，供给弹性不足，使得能源问

题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民生银行研究院高级宏观研究

员王静文表示，从基数因素看，预计

四季度PPI涨幅会先冲高再回落，10

月可能是全年高点，随后两个月有望

见顶回落，“回落速度主要取决于能

源和生产资料的环比涨幅。 ”

更多举措有望陆续出台

CPI与PPI涨幅“一降一升” ，二

者“剪刀差” 继续扩大，表明消费市

场价格总体稳定，但中下游企业发展

可能面临一定压力，保供稳价措施仍

需进一步发力。

“PPI和CPI逐步扩大的 ‘剪刀

差’ 表明， 尽管不存在全面通胀问

题，但中下游制造业和中小企业的利

润率不容乐观，这将对未来经济增长

带来压力。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王军表示，需做好跨周期调节和今明

两年的政策衔接，采取适度扩张的宏

观经济政策，更加重视稳增长，确保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温彬认为，当前，国家已经部署一

系列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措施， 预计进

一步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经济增长

压力加大的举措将陆续出台实施。

公募基金持仓披露

10月14日，皇马科技发布三季报，

傅鹏博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再次

现身前十大流通股东， 共持有皇马科

技约2632万股， 占流通股比例4.47%；

与二季度末相比，加仓了794.34万股。

从2019年四季度开始， 就有多只

公募基金买入皇马科技， 随后又陆续

撤离。截至10月14日，该股最新股价为

每股15.19元。 傅鹏博管理的基金则是

从2019年二季度进入这只股票， 最初

持仓213.70万股，此后多次加仓，直至

成为皇马科技第五大流通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傅鹏博，还有

两位兴全系老人———原兴全基金副总

经理、 公募投资总监王晓明和原兴全

基金副总经理、 专户投资总监杜昌勇

管理的睿郡私募也加仓了皇马科技

301.08万股， 连续两个季度进入公司

前十大流通股东。

金晶科技前十大流通股东中首次

出现知名基金经理周应波的身影。 周

应波管理的中欧明睿新常态混合新进

持有1869.74万股， 持股市值约1.97亿

元，占流通股比例为1.31%，一举成为

该公司第二大流通股东。 此外，前十大

流通股东中还出现了浙商丰利增强债

券、 上海赤钥投资-赤钥3号等公私募

基金的身影。

社保基金新进持有国民技术

三季报显示，网络安全和集成电路

概念股国民技术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

首次出现了社保基金的身影， 全国社保

基金602组合、全国社保基金504组合分

别新进持有609.72万股、488.29万股，持

股市值分别为1.71亿元、1.37亿元， 占流

通股比例分别为1.12%、0.90%， 位列国

民技术第三、第六大流通股东。

全国社保基金402组合则减持了

324.14万股玻璃龙头企业旗滨集团，共

持有1228.20万股。与此同时，知名基金

经理王克玉管理的泓德瑞兴三年持有

小幅减仓 356.56 万股 ， 最新持有

1270.52万股。不过，另一位公募老将朱

少醒，其管理的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

(LOF) 三季度大幅加仓1130.96万股旗

滨集团，共持有1230.29万股，新进成为

其前十大流通股东。 此外，张锋管理的

东方红启恒三年持有混合、过钧管理的

博时信用债券也新进成为旗滨集团前

十大流通股东，分别持有1408.61万股、

1200.00万股。

风格再平衡接近尾声

近期，A股市场维持震荡走势，中

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一些基金经理

除了应对流动性需求之外， 组合仓位

没有显著下降。 某中大型公募基金经

理表示， 在一个以价值驱动为主要动

力的市场中，同涨同跌的特征在改变，

市场波动频繁， 若以仓位调整的方式

来博弈，风险是较大的。

他认为， 今年以来的市场表现，整

体可称之为核心资产与周期股和小盘

股之间的再平衡，目前两者的估值差已

大幅收敛，再平衡已接近尾声，个股挖

掘将重新成为获取阿尔法的关键。他表

示，组合的构建将坚持“新兴+周期”

的选股框架。其中，在高成长方向，选择

未来长期维持高增长的大赛道；在周期

成长方向， 虽然行业自身有周期波动，

但部分处于景气低谷，价格较低的优质

公司有望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二次成长。

展望后市，一位百亿公募基金经理

表示， 未来一段时间的流动性表现或相

对稳健， 需要关注的风险是产业链成本

的大幅上涨对中下游需求端的影响，尤

其是产能利用率方面。另外，为了实现远

期的“双碳”目标，需要通过持续的技术

进步和大规模的资本开支， 提高新能源

系统相对传统能源系统显著的成本优

势，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社会在研发、资

金等方面的资源投入， 也将给专业研发

能力强的企业带来广阔发展空间， 其中

有望产生具备广阔增长空间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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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已拉开帷幕， 傅鹏

博、朱少醒、周应波等明

星基金经理以及备受关

注的社保基金持仓情况

逐渐曝光。中国证券报记

者梳理发现，傅鹏博连续

十个季度持有特种化工

企业皇马科技，周应波则

新进持有国内超白玻璃

龙头公司金晶科技。与此

同时，国民技术等公司前

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了

社保基金的身影。

基金业内人士表示，

在震荡市中不会大幅降

低仓位。 目前，核心资产

与周期股和小盘股之间

的再平衡已接近尾声，估

值差大幅收敛，后市投资

需要格外注重个股挖掘。

公募三季度持仓曝光 明星经理各有所好

●本报记者 李惠敏 张舒琳

视觉中国图片 数据来源/Wind 制图/苏振

锂电池概念股大幅回调 基金经理“不离不弃”

●本报记者 李岚君

10月14日，江特电机以跌停报收。

然而，公司披露的三季报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0.30亿元， 同比

增长44.66%；归母净利润2.49亿元，同

比增长1066.33%。 在三季报业绩如此

靓丽的情况下，股价却遭遇跌停。

最大涨幅高达25倍

作为市场关注的“牛股” ，江特电

机股价从2020年5月20日探底每股

1.25元后，开启上涨模式。到今年9月14

日，股价最高达每股32.56元。期间股价

累计最大涨幅高达25倍。

三季报显示，在江特电机的十大流

通股东名单中，国投瑞银新能源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国投瑞银产业趋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投瑞银先进制造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三只基金新进持有

了该股。

事实上，从近期市场表现看，锂电

池核心概念股9月以来经历了大幅回

调。 除江特电机外，盐湖提锂龙头西藏

矿业回调幅度超40%。

锂电池概念股大幅回调背后的逻

辑是什么？东吴基金基金经理刘元海直

言：“9月份A股市场中的锂公司股价

走势与碳酸锂商品价格走势出现明显

背离，碳酸锂价格创出历史新高，但近

期锂公司股价却出现较大幅度调整。有

人甚至担心锂公司股价走势会不会类

似于2018年，将一路震荡向下。 但我们

的观点是大概率不会。 ”

“三季度碳酸锂价格创出历史新

高，但三季度业绩环比增速一般，因为

近期碳酸锂价格上涨主升浪在9月份，

并且企业实际定价又会滞后实际商品

价格一段时间，因此9月份碳酸锂涨价

基本没有体现在三季报业绩上。我们判

断，按现在价格计算，今年四季度拥有

锂精矿资源的锂公司业绩环比有望大

幅增长。 ”刘元海表示，从估值上看，如

果考虑到四季度业绩， 或者看2022年

业绩，则当前A股核心锂公司估值其实

并不高。

调整后将迎投资良机

10月14日晚间，赣锋锂业发布业绩

预告，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0.82亿元至25.72

亿元，同比增长530.14%至678.41%；基

本每股收益1.49元至1.84元。 业绩变动

主要原因是， 公司产品产销量同比增

长，且产品的销售均价同比上涨，导致

公司经营性净利润同比增长。

同日晚间， 天齐锂业也预告称，

2021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4.2亿元至6.2亿元，扭亏为

盈。 基本每股收益0.28元至0.42元。 去

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为亏损0.75元。业

绩变动主要原因是，受益于全球新能源

汽车景气度提升，锂离子电池厂商加速

产能扩张， 下游正极材料订单回暖，报

告期内，公司主要锂化合物产品销量和

销售均价均较上年同期增长。

从目前公布的情况看，新能源行业

公司业绩向好， 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

如何看待当前新能源股的投资机会？

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孙芳表示，在产

业方面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在新能

源发电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已形成极具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国内已涌现出一批

全球领先的龙头公司。 在消费端，依托

于中国巨大的市场， 新能源的装机量、

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全球居前，且渗透

率还在快速提升。不论是从需求端还是

供应端来看，中国企业在其中的话语权

举足轻重。

“新能源板块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是值得长期布局的时代机遇。 ”孙芳表

示，“预计新能源大产业有望像曾经的

传统周期、 过去数年的消费行业一样，

成为未来中国经济10年发展的重要驱

动力。 ”

兴业基金经理廖欢欢表示，新能源

车行业迎来引爆点，高景气度有望持续

到2022年至2023年， 全球渗透率有望

提升至20%-30%以上，头部公司还是

有一定超额收益机会。 同时，随着产业

拐点加速到来，部分切入这个行业的新

企业与存量企业之间的技术创新和份

额动态变化， 都会创造不错的投资机

会。另外，碳中和目标的设定对光伏、储

能行业长期构成重大利好，但是行业中

短期有些需要克服的挑战。

刘元海表示，看好未来3-5年新能

源汽车行业投资机会。 在他看来，新能

源汽车已经过了行业培育期而进入行

业成长期。行业成长期通常是行业最好

的投资时期。近期新能源汽车板块许多

公司股价都出现一定幅度调整，有些公

司2022年动态市盈率已经接近30倍左

右。 因此，考虑到四季度传统销售旺季

和估值切换，新能源汽车股票经历近期

的调整之后，或迎来良好的投资机会。

量化私募业绩回撤真相起底

●本报记者 王辉

在经过今年前8个月持续上佳

的业绩表现之后，9月以来国内量化

私募产品，尤其是以指数增强产品为

代表的量化多头产品，普遍出现一轮

短期业绩回撤。 对此，来自头部机构

的观点显示，近期A股市场多方面因

素的转变，是影响量化私募全行业绝

对收益、超额收益的真正原因。

短期业绩回撤

来自朝阳永续的一份国内量化

私募统计监测数据显示，在A股市场

先扬后抑的9月，该第三方机构监测

到的全市场量化产品当月平均收益

率为1.99%。 而分策略来看，当月全

市场CTA策略私募产品得益于大宗

商品市场的牛市表现，全月平均收益

率高达5.01%；股票市场中性策略产

品平均收益率仅为0.31%；指数增强

产品全月则亏损了0.77%。 按产品占

比来看，9月份有接近七成的指数增

强私募产品收益率为负。

而从9月13日（上证指数创出今

年以来收盘新高）至10月13日，按照

期间有业绩公布的量化私募产品计

算，朝阳永续监测到的指数增强策略

私募产品 ， 在此期间平均亏损

4.89%。 本周市场上则出现了“某百

亿级量化私募最近三周净值急剧回

撤19%”的消息。

国内另一家私募第三方机构的

监测数据则显示，截至10月14日，按

照10月以来最新一期净值计算，有

近50只量化多头私募产品在近一个

月遭遇超过10%的大幅回撤，不少产

品今年以来的绝对收益更是 “由正

转负” 。

而另一方面，国内量化私募机构

头部梯队今年以来的收益率表现，仍

然堪称“表现上佳” 。 朝阳永续对国

内11家百亿级量化私募的业绩监测

数据显示，截至10月13日，11家机构

旗下共计574只指数增强策略产品，

年初至今的算术平均收益率仍然高

达32.64%。

市场因素是主要推手

对于市场上关于限电影响量化

私募交易的消息， 白鹭资管表示：

“公司核心写字楼并无限电情况。托

管机房经确认即使出现限电情况，也

不会影响到托管机房的硬件运行。即

使极端情况下出现限电，机房自身的

备电系统短期也可支撑。 ”

上海某头部量化私募则表示：

“公司关键IT系统位于上海核心商

务区的甲级写字楼，服务器也均托管

在券商机房，公司算力在云端及本地

均有部署，完全不存在限电干扰交易

的情形。 ” 此外，该私募负责人同时

强调，从量化私募全行业来看，少数

地区的限电对行业的实际影响基本

上很微小。

国富投资创始人、投资总监陈海

峰表示，近期量化私募产品尤其是指

数增强产品普遍遭遇到一轮急速回

撤， 并不是缺电影响算力导致的，大

部分机构的正常运营并没有受到影

响。 实际上，自9月中旬起，指数增强

相关策略对应的股指， 特别是中证

500、中证1000，下跌幅度较大，而沪

深300、上证50等偏大盘指数甚至是

上涨的。由于量化模型大多依赖历史

数据， 对于此类剧烈的风格切换，相

对缺乏左侧判断能力，因此近期普遍

回撤较大。

念空投资董事长王啸称，今年以

来较为亮眼的指增策略近期业绩快

速回撤的原因，大体可归结为两个方

面。 第一，指增产品收益由指数收益

和超额收益两部分组成，同时目前市

场上存量规模最大的私募指增产品

为中证500指增策略， 近期中证500

指数出现明显下跌，这部分是业绩回

撤的主要原因；第二，国庆节前后，A

股市场风格波动加剧，也对量化策略

创造超额收益带来了困难。

此外，前述上海头部量化私募机

构认为，9月末以来A股市场成交量

持续萎缩，也对于那些对日内T+0交

易收益有一定依赖的产品，带来了收

益率的现实压力。

综合今年以来量化私募业绩的

总体运行表现，陈海峰称，今年的指

增策略较为强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 指增策略跟踪的主要股指中证

500、 中证1000自3月以来的涨幅较

大。 另外，场内资金面在大盘股总体

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并不紧张，导致一

些波动性更强的股票赚钱效应更好，

也更容易被量化策略捕捉到。就当前

而言，优秀稳健的量化策略在模型不

失效的前提下，大致都遵循“均值回

复” 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