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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私募各策略表现一览

私募预计结构性上涨行情

将延续（主）

看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本报记者 王辉

上周A股市场尽管一度走

软， 但整体仍延续8月末以来高

位横向休整格局。目前主流私募

认为，短中期A股主要股指难以

出现大涨大跌，在部分优质个股

仍有良好基本面和估值支撑的

背景下，个股结构性上涨行情将

大概率得以延续。在具体板块投

资上，多家私募表示继续看好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个股。

A股将延续结构性行情

目前主流私募对短中期A

股市场所处的整体外部环境，仍

持相对积极态度。

上海重阳投资认为，从内需

角度看，8月份社会融资等金融

数据再次超预期，融资稳定将是

后续内需稳定的基础。在国内企

业利润总体继续改善的情况下，

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还在进

一步修复。 从外需来看，全球经

济复苏仍在继续，中国出口增速

相对减弱，但对经济仍有拉动作

用。

上海富钜投资首席投资官

唐弢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近期工业品价格的阶

段性走软，并不是所谓经济基本

面在8月份出现拐点的反映，更

多的是投资者预期的调整以及

市场情绪和心理的影响。目前并

未看到宏观经济出现拐点的迹

象， 经济基本面整体向好的趋

势，也不会一夜间全部扭转。

财汇大数据最新统计显示，

截至9月22日（上周五）收盘，沪

深300指数、 创业板指数的市盈

率中位数依次为26.74倍、49.76

倍。 从历史估值纵向对比来看，

尽管今年以来沪深300指数涨幅

较大，但截至上周末，两者估值

水平仍然处于2011年年初以来、

近6年多的区间中枢水平附近。

至于创业板，虽然投资界整体认

为创业板 ““挤泡沫” 仍未结

束，但目前创业板指数的整体估

值水平仍处于2011年以来的相

对低位。

上海庐雍资产投资负责人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未来A股市场为投资者带

来的正向回报，在很大程度上仍

依赖于投资者继续选择优质股

的投资机会。 该私募基金认为，

从长期来看，国民财富的发展阶

段和大类资产配置的演变将决

定优质股权，仍然是个人财富增

值潜力最大的机会之一。 尽管

2017年以来A股市场的价值挖

掘已经相对充分，但对于优质上

市公司的股权，仍具有坚定持有

的价值。 整体而言，A股市场的

个股结构性表现，在未来较长一

段时间内预计还将持续。

看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在当前周期股走势显著受

制于大宗商品价格、白马蓝筹整

体股价依旧处于年内高位的背

景下，多家私募则仍在积极挖掘

其他一些领域的投资机会，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被多家主流私募

基金继续看好。

上海鼎锋资产表示，按照当

前中国乘用车2000万辆到3000

万辆的年度汽车销量计算，根据

相关政府部门有关8%市场占比

的政策目标来看，未来两三年内

新能源汽车的销量预计将达到

200万辆左右，较目前全年50万

辆的销量大约仍有300%的增长

空间。

鼎锋资产认为，对于电池厂

商而言，电池材料占电池总成本

的比例并不高，相关企业普遍对

材料价格不敏感。反倒是一旦上

游原材料涨价，电池厂商就会跟

随涨价，反而增加利润。 在资本

市场上，三元电池的快速增长值

得看好，传统磷酸铁锂电池预计

将保持相对稳定增长。 整体而

言，包括电池原材料和电池行业

的优质上市公司，未来表现值得

看好。

朱雀投资认为，从新能源汽

车行业的需求角度来看，未来较

长时间内存在两大利好因素。一

是政策刺激，二是特斯拉在中高

端消费市场的示范效应。从新能

源汽车行业的供给角度来看，投

资机会的挖掘，可以重点从行业

进入壁垒和行业竞争格局两大

维度展开。 具体而言，在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子行业， 包括锂矿、

钴矿、电池、湿法隔膜、热管理和

继电器值得重点研究， 其中电

池、湿法隔膜、热管理和继电器

的投资机会值得重点关注。目前

隔膜企业毛利率普遍在50%至

60%左右，未来即使降价，毛利

率也很难低于30%。 因此，无论

从行业空间还是竞争壁垒的角

度来看，相对于电解液、负极材

料等产业链部分，隔膜产业链预

计将成为新能源汽车板块的最

佳投资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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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七成股票私募

8月实现正回报

□私募排排网 徐锋

8月份股票策略对冲基金排

行榜正式出炉，来自赛亚资本管

理的两只产品包揽前两名，它们

分别是“赛亚美纯基金” 和“赛

亚成长1号” ，第三名是“华策1

号” 。前三名收益差距较大，前后

相差近46.52%。

超七成产品实现正回报

整体而言，8月市场行情逐

步回暖，各大指数均实现不同涨

幅， 其中上证指数月度涨幅为

2.68%，深证成指为2.97%，沪深

300为2.25%， 创业板指数高达

6.51%。投资机会方面，市场热点

层出不穷，次新股、银行、煤炭、

有色等行业板块较为活跃，吸引

众多市场资金进场，赚钱效应较

为明显。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中心不

完全统计，8月份总共有6918只

股票策略对冲基金产品纳入统

计排名，其中8月份平均收益率

收红，录得2.66%；首尾收益相

差一倍多，达127.91%。 正收益

方面， 高达5343只产品实现正

回 报 ， 占 比 超 过 七 成 ， 达

77.23%；其中高收益产品较少，

收益率在50%以上的仅有2只，

最高收益率为93%； 收益率在

10%以上的产品多达398只；负

收益方面，不足三成产品处于亏

损状态 ，24只产品收益率在

-10% 以 下 ， 最 大 亏 损 为

34.91%,有733只产品收益率仍

在-1%以下。

前十强收益大幅领先

赛亚资本罗伟冬执掌的两

只产品成功包揽前两名， 它们

分别是 “赛亚美纯基金” 、“赛

亚成长1号” 。值得关注的是，除

上述两只产品斩获高收益外，

赛亚资本旗下另一只产品 “赛

亚明星基金” 净值亦表现不俗，

位列第22名。 罗伟冬向私募排

排网透露， 之所以产品业绩靓

丽， 是因为旗下产品持有的重

仓股公司基本面持续高增长，

股价也出现修复性上涨。 由于

持股比例较高， 所以基金净值

的涨幅较大。

第三名是“华策1号” ，属华

策资产旗下一只股票策略产品。

融通富国负责管理的产品“融通

富国成长7号” ，月度收益率夺得

第七名。 值得一提的是，融通富

国旗下共有四只产品纳入8月份

统计排名， 且全部实现正回报，

收益率在25.33%至37.23%之间

不等。

此外，“私募工场红叶 ” 、

“天牧安心1号” 、“悟源盈泉二

号” 、“川行主观1号” 、“贝莱德

前海” 、“贤华一期” 月度收益率

分别位居第四、五、六、八、九、十

名，大幅跑赢股票策略其他私募

产品。

CTA基金8月继续逞强

今年以来收益近4%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8月份，股票型私募基金和CTA私募基金继续表现

强势，特别是CTA基金已连续几个月正收益，收复了今

年失地，今年以来收益近4个百分点。8月份小盘股重新

活跃，定增私募基金也有不错表现。在定增解禁受限之

后，大宗交易成为解决流动性的方法之一，这也吸引机

构投资者参与，或成为定增后市场的另一热点。

CTA基金还能买吗

6月份撤出CTA基金的投资者，可能又是“卖在了

低点” 。 我们为什么在6月份时仍坚定推荐CTA基金

呢？且看看当时的理由：资产配置效应比短期收益更重

要，CTA基金先天具有与传统资产相关性低的特性，长

期看海外CTA基金与美国债券相关性0.26， 与美国股

票的相关性甚至是负的。

2008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股票、债券哀鸿遍野，

唯独CTA基金当年获得正收益。 这种抵御风险的特性

很快得到养老金、保险等资金关注，海外CTA基金规模

很快突破3000亿美元；CTA是少数不论在市场下跌还

是上涨的环境中都能赚钱的策略之一，长期来看，CTA

基金可以获得非常稳健的收益回报。

过去二十多年内， 巴克莱CTA指数的累计净值是

标普500指数的1.7倍。 虽然国内CTA基金发展历史不

长，无法对比CTA与股票、债券的长期表现。 但是站在

资产配置、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的角度看，CTA基金始终

可以作为我们投资组合中不可或缺的资产类别。

波动率是CTA的生命线

从2016年11月份到2017年5月份， 国内CTA基金

几乎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回撤区间段， 当时的波动率

位于历史的低位，而波动率是CTA基金的生命线。如果

从短期来看，CTA赚钱效应将延续（见表二）；从历史

来看， 中长期趋势往往在趋势向上、 波动率向下时赚

钱；短期趋势或套利，则反之波动率大，趋势弱的市场

能赚钱。从波动率的变化方向来看，往往波动率上升较

快，下降则较慢，换句话说，接下来一段时间，低波动、

强趋势可能仍将维持一段时间。

同时，我们也引用一段霍华德马克斯在《投资最

重要的事》中关于投资中钟摆效应的论述，来时时提

醒我们谨慎做出“这次不一样了” 的决定：在多数市场

现象中，类钟摆模式是明确存在的。 不过，正像周期的

波动一样，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钟摆摆动的幅度。

令摆动停止并回摆的原因。

回摆的时机。

随后朝反方向摆动的幅度。

我们能够肯定的事情之一是， 极端市场行为会发

生逆转。相信钟摆将朝着一个方向永远摆动，停留在端

点的人，最终将损失惨重。 了解钟摆的人将受益无穷。

A股将延续结构性行情

目前主流私募对短中期A股市场所处的

整体外部环境，仍持相对积极态度。

上海重阳投资认为，从内需角度看，8月份

社会融资等金融数据再次超预期，融资稳定将

是后续内需稳定的基础。在国内企业利润总体

继续改善的情况下，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还

在进一步修复。 从外需来看，全球经济复苏仍

在继续，中国出口增速相对减弱，但对经济仍

有拉动作用。

上海富钜投资首席投资官唐弢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工业品价格的

阶段性走软， 并不是所谓经济基本面在8月份

出现拐点的反映，更多的是投资者预期的调整

以及市场情绪和心理的影响。目前并未看到宏

观经济出现拐点的迹象，经济基本面整体向好

的趋势，也不会一夜间全部扭转。

财汇大数据最新统计显示， 截至9月22日

（上周五）收盘，沪深300指数、创业板指数的

市盈率中位数依次为26.74倍、49.76倍。 从历

史估值纵向对比来看， 尽管今年以来沪深300

指数涨幅较大，但截至上周末，两者估值水平

仍然处于2011年年初以来、近6年多的区间中

枢水平附近。 至于创业板，虽然投资界整体认

为创业板“挤泡沫” 仍未结束，但目前创业板

指数的整体估值水平仍处于2011年以来的相

对低位。

上海庐雍资产投资负责人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A股市场为投资者

带来的正向回报，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投资

者继续选择优质股的投资机会。该私募基金认

为，从长期来看，国民财富的发展阶段和大类

资产配置的演变将决定优质股权，仍然是个人

财富增值潜力最大的机会之一。尽管2017年以

来A股市场的价值挖掘已经相对充分，但对于

优质上市公司的股权， 仍具有坚定持有的价

值。 整体而言，A股市场的个股结构性表现，在

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预计还将持续。

看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在当前周期股走势显著受制于大宗商品

价格、白马蓝筹整体股价依旧处于年内高位的

背景下，多家私募则仍在积极挖掘其他一些领

域的投资机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被多家主流

私募基金继续看好。

上海鼎锋资产表示，按照当前中国乘用车

2000万辆到3000万辆的年度汽车销量计算，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有关8%市场占比的政策目

标来看，未来两三年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预计

将达到200万辆左右，较目前全年50万辆的销

量大约仍有300%的增长空间。

鼎锋资产认为，对于电池厂商而言，电池

材料占电池总成本的比例并不高，相关企业普

遍对材料价格不敏感。反倒是一旦上游原材料

涨价，电池厂商就会跟随涨价，反而增加利润。

在资本市场上， 三元电池的快速增长值得看

好，传统磷酸铁锂电池预计将保持相对稳定增

长。 整体而言，包括电池原材料和电池行业的

优质上市公司，未来表现值得看好。

朱雀投资认为， 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需

求角度来看， 未来较长时间内存在两大利好

因素。 一是政策刺激，二是特斯拉在中高端消

费市场的示范效应。 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供

给角度来看，投资机会的挖掘，可以重点从行

业进入壁垒和行业竞争格局两大维度展开。

具体而言，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子行业，包括

锂矿、钴矿、电池、湿法隔膜、热管理和继电器

值得重点研究，其中电池、湿法隔膜、热管理

和继电器的投资机会值得重点关注。 目前隔

膜企业毛利率普遍在50%至60%左右， 未来

即使降价，毛利率也很难低于30%。 因此，无

论从行业空间还是竞争壁垒的角度来看，相

对于电解液、负极材料等产业链部分，隔膜产

业链预计将成为新能源汽车板块的最佳投资

赛道。

私募预计

结构性上涨行情将延续

看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本报记者 王辉

上周A股市场尽管一度走软， 但整体仍延续8月末以来

高位横向休整格局。 目前主流私募认为，短中期A股主要股

指难以出现大涨大跌， 在部分优质个股仍有良好基本面和

估值支撑的背景下， 个股结构性上涨行情将大概率得以延

续。 在具体板块投资上，多家私募表示继续看好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相关个股。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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