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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收益类策略需求料井喷
□广发基金资产配置部投资经理 朱坤
2017年年中，基本养老金完成第一轮招标，开
始入市投资。 可以预期未来资本市场对于稳健收
益类策略的需求将迎来井喷式的发展。 考虑到对
接银行理财和养老金资金的资金性质和收益要
求， 稳健收益策略在运作中有三个典型特点：首
先， 稳健收益策略的波动率和回撤应和资金的平
均收益预期相匹配， 并且有系统的方法对波动率
和回撤进行管理。其次，稳健收益策略的方法论应
相对清晰，对于收益的来源有清晰的刻画，在中长
期实现较为稳定的收益。此外，稳健收益策略不仅
考量收益的实现程度，还需考量风险收益比，包括
夏普比和卡尔玛比率，不仅重视收益，还应考虑收
益获取过程中的舒适度。
从笔者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来看， 获取稳健收
益的关键在于使用正确而系统的方法论完成合理
的大类资产配置和波动率的控制。

大类资产配置：
长期获取稳健收益的基础
稳健收益策略和传统的单一资产的策略最大
的区别在于其对于收益和波动的双重追求， 既要
追求收益的确定性，又要控制回撤，追求收益获取
过程中的舒适度。相比单一资产策略，使用大类资
产配置的方法获取稳健收益具备很多显性优势。
首先，受经济运转的驱动影响，股票资产、债
券资产、 商品资产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具有显著
的差异性表现，使用单一资产进行做多的策略，很
难保证在产品的存续期实现较为稳定的收益，出
现收益大小年的情况，多类资产进行组合配置，可
以最大化的提高在两三年期间获取稳健收益的确
定性。
其次，股票资产、债券资产、商品资产本身受
经济驱动的影响因素不同， 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
同的相关性，例如，经济复苏初期，股票资产和债
券资产可能齐涨；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股票资产
涨，债券资产跌，相关性为负。 利用大类资产之间
的相关性，配合现代组合投资理论，可以最大化分

散组合风险，优化资产配置组合，降低整个组合的
波动性，提高原有平均收益预期下的投资舒适度。
另外，主动型大类资产配置的核心目标是追
求不同时间段下最优夏普比的路径，希望能够根
据不同的经济和市场状态，找到阶段夏普比最好
的资产进行配置。根据笔者研究，长期而言，资产
价格是受经济要素驱动的结果，最常见的驱动因
素包括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以及宏观流动性等；
短期而言，资产价格还受投资者情绪、市场信息
冲击等因素影响。 不过，可以对资产价格驱动框
架进行深入研究，并通过有效的主动配置，获取
更多的资产收益。

波动率控制：
实现稳健收益的必备武器
投资者对于收益的要求是希望高回报同时承
受低回撤，然而就如同地球有地心引力一般，投资
收益的获得本身要遵循资产性质或者策略的性

质， 可以使用有效的大类资产配置优化组合风险
收益比， 但是任何策略都有可能出现错误或者无
效的时间段。因此，对于追求中长期稳健收益的目
标， 还需要使用系统性的波动率控制方法来帮助
进一步的控制组合的风险范围， 以使得策略和风
险目标相匹配。
虽然大部分投资者对于风险的第一认知是回
撤目标， 但其实回撤是一个带有市场运动方向的
数值， 目前的理论技术很难直接对回撤进行较好
的预判，通常采用的模式是对于波动率进行预测，
通过控制波动率来进行回撤管理。 根据笔者的实
践经验， 完整的波动率控制体系包括波动率的预
测、敏感性分析和情景分析三个方面。
首先， 从波动率的预测来看， 预测方法包括
EWMA以及GARCH族等多种方法，其核心理论是
市场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可以使用加权的
历史波动率来预测最新波动率。 从笔者对于国内
市场波动率的研究来看， 传统的波动率预测方法
在国内仍然有效， 但是由于A股市场受个人投资
者影响较大，波动率的范围较大，从而造成波动率
的变化速率较快的特点， 这给传统的波动率模型
的直接应用带来一定的困难。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通过控制波动率来控制
回撤， 是基于波动率和回撤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管理，从原理上看，回撤是对于下行波动的一种描
述，波动率大的环境下，对应的回撤越大，两者存
在单调变化的关系，但并不是线性的变化关系。实
际上，当波动率增大后，回撤范围扩大的更快，这
对于控制回撤类型的投资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 敏感性分析主要是通过找到组合收益
与驱动因子之间的变动规律来分析组合在不同因
素下可能出现的一些状况， 以及组合可能的波动
率变化情况。此外，情景分析是指通过历史场景分
析的方法， 对于重要的历史时点进行组合策略的
分析，来探查组合在不同历史场景下的回撤情况。
综上而言， 稳健收益的实现是对于投资研究
过程精细化的进一步追求， 也是大资管时代的发
展方向， 体系化的大类资产配置和波动率控制方
法将成为未来稳定收益获取的重中之重。

做理性的决定 做时间的朋友
□华宝基金量化投资部 张奇

趋成熟， 投资目标逐渐从博取短期收益转变
为中长期资产配置。 在这样的趋势下，Smart
Beta 产 品 在 资 产 配 置 中 扮 演 的 角 色 将 越 来 越
重要。

2017年以来， 国内越来越多的资产管理公
司开始重视并发行Smart Beta产品， 一些重点
产品上市后也受到投资者的青睐，规模持续稳健
增长。 Smart Beta究竟是怎样的投资思路，怎样
的投资策略？ 从资产管理人的角度来看，Smart
Beta是指数型基金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将一些
简单有效的选股逻辑、投资理念严格应用于指数
成份股而形成的基金产品，它的出现是金融市场
不断发展、参与者投资理念不断成熟的产物。 从
海外市场的经验来看，Smart Beta产品是一种
非常好的长期配置工具， 大部分Smart Beta策
略长期来看都可以战胜对应的指数， 时间越长，
其超额收益的表现会越突出，这正是此类产品的
价值所在。

投资的本质是坚持做正确的事

单因子策略与多因子策略
Smart Beta产品目前可以分为 以 下 几 类 ：
一是单一因子策略类， 利用单一指标进行股票
筛选，如价值、成长、动量、红利等指标；二是多
因子策略类， 即根据多个指标的综合得分筛选
股票；三是权重优化类，如等权重指数、因子加
权指数等。
大部分单因子策略与主流价值投资的思
路高度契合，如红利指数、价值指数、成长指
数等，这类产品最大的优势在于逻辑清晰，相
关策略的投资理念很容易被理解， 也方便投
资者选择适合自己的指数产品。 不足之处在
于，由于只选用一个因子筛选股票，其选股的
不确定性更大， 相对指数的超额收益的波动
性也更大。
反过来，多因子策略的主要优势就是通过不
同风格因子共同打分来选出股票的组合，因此组
合的稳定性相对会大很多。但是如果多因子策略
过于复杂，则不易于编制指数产品，即使形成了
指数产品，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解的难度也大幅增
加了。

有效市场为Smart Beta策略提供重要空间
目前国内投资者对于量化投资的认识还不
充分，尚没有完全接受指数化投资和量化投资的
理念， 这可能是制约Smart Beta产品在国内市
场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相比而言，海外市场更加
有效，收获超额收益比较难，大量资产管理产品
甚至都跑不赢指数， 因此如果Smart Beta产品
可以长期战胜指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资产配置
选择。
长期以来， 国内的投资者更喜欢去挖掘一些
信息上的优势， 并相信这可以贡献稳定的超额收
益。 理念上的差异使得指数化产品、Smart Beta
类产品在国内得到认可的程度相对受限。 但事实
上， 想要在信息上获得长期的优势其实是非常难
的，这类投资模式即便能赚的多但亏起来也厉害，
长期来看回报并没有想象中稳定。
令人欣慰的是，目 前 在 监 管 层 的 积 极 引 导
和投资者结构变化的影响下， 中国资本市场
正变得越来越有效， 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也日

未来Smart Beta产品可能有两个主要的发
展方向。 一是因子的多元化，目前来说，传统的基
于财务报表的基本面因子和基于量价的技术面因
子已经被挖掘地较为充分， 但真正应用于Smart
Beta产品的因子并不是很多，大部分还是集中在
红利、低波等因子身上。这可能与国内资产管理公
司在发展业务时主要借鉴了海外经验有关。 未来
基本面因子、 技术面因子有望被更多地应用到
Smart Beta产品中去。
另一方面，可以对股票池做更细的切分。目前
采用Smart Beta策略的基金产品大多基于宽基
指数设计，成分股来自于各个行业板块，但是实际
上这些股票不论是从公司所处的宏观、行业环境，
还是从公司自身的业务逻辑来看，都是不同的，因
此放到一起研究有时可能并不是最科学的做法。
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部分Smart Beta产品是针
对某个行业或者主题板块所设计的， 或者具有明
确的市值特征， 由此为投资者提供不同风格的投
资工具，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
作为“聪明贝塔” 指数基金，大部分 Smart
Beta策略长期来看都可以战胜对应的指数。 举例
而言，如果长期来看，一个股票指数可以获得年化
8%的收益，而Smart Beta策略每年可取得5%的
超额收益， 那么10年以后， 指数的回报大概是
116%， 而Smart Beta策 略 的 投 资 回 报 会 达 到
239%，两者差了1倍之多。 当然时间如果更长，两
者的差异会更加明显。
资本市场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我们无法保证
今天买的股票明天一定会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有效的策略终将获得更好的收益。投资的本质
是坚持做正确的事， 做理性的决定， 做时间的朋
友，然后期待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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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价值
精准投资

□光大保德信基金 黄兴亮
A股市场从去年以来可谓 “冰火
两重天” ，有人欢喜有人忧，白马股集
体跑赢大盘，表现靓丽，反观中小创个
股全年一片狼藉。 2017年全年扣除新
股，上涨的股票数量占比仅有23%，其
余77%的股票下跌，3400多只股票的
中位数下跌16.7%。 从各大指数来看，
2017年上证50上涨25.8%，沪深300上
涨21.8%，中小板指上涨16.7%，上证
综 指 上 涨 6.6% ， 创 业 板 指 则 下 跌
10.7%。
为什么去年会出现这种南辕北辙
的分化走势呢？总体来看，2017年获得
流动性
投资者青睐的公司普遍具有 “
好、估值低、行业龙头、业绩确定” 的特
征， 被称为 “白马蓝筹” 、“核心资
产” 。 这些公司的上涨，一方面得益于
业绩的增长； 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估值
的修复。
实际上，经过2013年至2015年的
一轮中小创牛市， 大市值蓝筹的估值
普遍明显低于海外的 可 比 公 司 。 从
2016年开始，A股市场风格轮回，白马
蓝筹的估值逐步抬升， 到2017年则全
面爆发。 例如白酒和食品饮料行业，估
值 普 遍 从 10-15 倍 市 盈 率 提 升 至
25-30倍市盈率，与帝亚吉欧、保乐力
加、 百富门等海外上市的烈酒公司相
当。 再比如家电行业， 市盈率普遍从
8-10倍提升至15-20倍， 逐步接近大
金工业、惠而浦、伊莱克斯等海外上市
的家电公司。 经过去年一年，许多中国
本土龙头公司一跃成为全球行业市值
最大的公司，可谓价值发现。
2018年价值投资趋势不会改变，结
构性机会将延续。 虽然不少投资者对价
值投资能否延续存在怀疑，特别是在中
小创板块经过两年多的持续调整后，风
险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释放，市盈率水平
普遍回落至30-40倍的区间，逐步趋向
合理的情况下，认为更多的机会或源自
于优质成长股的再次崛起。
但需要看到， 价值投资不是一时
兴起，其正逐渐在A股市场生根发芽，
并逐渐成为主导力量。 因为从边际增
量资金来看， 除了通过沪深港通持续
买入A股的海外资金，未来还有今年6
月A股正式纳入MSCI后新增的海外
配置资金。 显然，这些资金关注的重点
仍是白马蓝筹。 虽然目前A股多数白
马蓝筹的估值已经修 复 至 合 理 的 水
平，但也并未明显偏高。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2018年很可
能就是价值趋势的一年， 指数会涨，
但个股选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具体
来看，大金融中的银行和地产相对海
外可比公司仍具有一定的估值优势，
存在价值发现的空间。 而去年表现出
色的白酒、家电、食品饮料、保险等行
业，则可能会从估值合理向估值泡沫
演绎。 同时，对于那些所谓真正具有
成长性的黑马，我们认为可能还没到
突围走出来的那一天。 当然，也不是
说未来没有黑马会走出独立行情，但
黑马意味着不确定性，在市场疯狂追
求确定性和流动性的 价 值 趋 势 的 路
上，风险的增大会更加制约普通投资
者的操作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