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债违约“警报” 频传

万亿债基八方调研急“排雷”

本报记者 李良

对于规模高达1 .7万亿元的债基来说，今年以来上百亿元的信用债违约，貌似只是大海里泛起的一朵小浪花，但这依然令基金经理们坐立难安。 信用风险的无规律隐藏，让他们深切感受到“暗箭难防” 的心惊肉跳。

譬如今年以来债基跌幅最深的中融融丰纯债A，因为踩雷“14富贵鸟” 债券的违约，截至 5月12日，今年以来的净值跌幅高达 47 .96%，规模更是急速缩水。 而北京某基金公司旗下债基业绩集体下跌，也被业内认为可能是踩雷多只债券违约所致。 这些个券风险的爆发往往急速而迅猛，轻而易举地击穿了基金经理的风控，基金只能黯然吞咽苦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信用债风险的无规律爆发，公募基金行业正在加大调研力度，以求尽可能提前“排雷” 。 来自财汇金融大数据终端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公募基金持有的企业债总金额达到4646 .4亿元，如果剔除同业存单，企业债占据公募基金投资债券资产的比例达到约18%，这个体量足以引起基金业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基金经理也在积极开拓新的债券投资领域。 去年以来大幅扩容的可转债，就成为他们眼中新的投资“蓝海” 。

踩雷代价巨大

因为重仓的信用债违约，部分债基今年以来的跌幅之深，让习惯于认为债基是“金饭碗” 的基民大跌眼镜，也令公募基金业压力倍增 。

财汇金融大数据终端的统计显示，截至5月 12日，共有 164只各种类型的债券型基金今年以来业绩亏损，其中，净值跌幅超过5%的有18只，超过10%的则有8只。 业内人士指出，综观这些跌幅较深的债基的净值走势图 ，其净值往往在某一时点出现陡然下行，结合该时点附近的信用债违约情况，可以判断，这些债基亏损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重仓了违约的信用债而被迫大幅下调估值。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业绩跌幅较深的债基普遍规模较小。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5月12日，18只今年以来跌幅超过5%的债基中，仅有 5只规模超过1亿元，跌幅超过10%的债基中，则仅有2只规模超过 1亿元。 而在这18只债基中，规模最小的仅有 100万元左右，实属于濒临清算的基金。 而规模小，意味着债基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踩中一个信用债违约的“雷” ，业绩就会急剧下滑。

不过，整体而言，目前信用债违约对债券型基金的业绩影响并不大。 根据财汇金融大数据终端大数据的统计，截至 5月12日，虽然有164只债基今年以来亏损，但只占到纳入统计的 1737只各种类型债基总量的 9 .4%。 换句话说，即今年以来，超过90%的债基实现了正收益 。 一方面，这是因为目前信用债违约的体量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债券型基金对风控较为重视，信用债的个券配置开始分散 ，单个债券违约对净值的影响不明显。

但公募基金业仍需未雨绸缪。 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新发布的《2018年4月债券市场风险监测报告》，4月份违约债券4只，违约债券总面额为38 .5亿元；2018年累计违约债券 15只，违约债券面额 128 .64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25%和33 .58%。 同时，债券市场信用利差扩大，5年期 AA级信用利差为214BP，较上月末扩大21BP。 与此同时，存量信用债隐含评级调整仍然以下调为主：中债估值的公司信用债中，隐含评级调整债券224只，其中下调145只 ；隐含评级调整涉及发行主体为 57家，其中下调48家，排名前四的行业为制造业、金融业 、建筑业和综合 。

一位纯债债基的基金经理指出，在风险频频爆发后，债券市场出现了“良币驱逐劣币” 的现象 ，低资质的主体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的难度不断加大，这就有可能导致部分主体资金链断裂，从而波及这些主体此前发行的存量信用债。 因此，投资者需要格外警惕那些个券占基金组合比例较高的债基，如果这类个券遭遇了评级下调乃至信用违约的风险，很有可能导致债基净值较大的下跌。

密集调研防风险

根据一季度末的数据分析，公募债基配置最重的是金融债，总量达到9553 .2亿元，其次是企业短期融资券和企业债，前者总量为5413 .6亿元，后者总量为 4646 .4亿元。 从理论上而言，信用风险最大的是企业债，但其他债券类型也存在违约的潜在风险。

上海某基金公司固定收益总监指出，对于持有债券的基金产品而言，目前最大的风险，是债券违约爆发的“无规律性” 。 他认为，从目前已经出现违约的各种信用产品来看，涉及行业较多，且部分企业在风险爆发之前，财务报表的数据毫无先兆，这让基金经理们难以控制个券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主动走出去进行实地调研，成为基金公司债券投资的必修课。

而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许多债基的基金经理都表示，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个券的真实基本面，才是最有效的风险控制方法。 在他们看来，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是信息披露违规，是目前许多个券存在的通病，在办公室里研究财务报表已经很难真正了解企业的偿债能力，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实地调研才能获取真实数据，做出正确的判断 。 “与股票投资注重企业业绩成长性不同，债券投资注重的是扎扎实实的现金流，这才是真正无风险的偿债能力。 但单纯从企业定期报告中很难获取动态信息，而在风险不断出现的背景下，再不走出去调研，是无法有效实现风险控制的。 ” 某基金经理对记者说。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社会去杠杆进入攻坚阶段的当前，许多个券的风险并不仅仅来自于企业自身 ，还包括股东和关联方的资金链断裂甚至是对外担保风险爆发。 重阳投资表示，由于此前多年信用条件整体宽松 ，企业盲目扩张的冲动较强，积累了大量债务，借新还旧是这些企业维系债务链条的最重要手段 。 2017年以来，在各项去杠杆政策的推动下，全社会信用条件不断收紧 ，股票、债券和信托再融资都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今年以来信托和非标等银行表外融资渠道大幅收缩。 在外部现金流流入受阻的情况下，高度紧张的资金链条就变得非常脆弱 ，信用违约发生的概率大大上升 。

在此背景下，基金经理的调研就需要覆盖更多的层面，不仅需要深入了解个券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个券现金流的真实状况，还需要了解个券各种隐性的“风险点 ” ，尤其是来自于大股东和对外担保的风险。 很显然，这种调研的深度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基金经理的工作量无疑大大增加。 业内人士表示，在债券风险此起彼伏的时候，个券的调研能力将会逐渐成为考验基金公司投资实力的一种体现，而这，会进一步加剧公募基金行业的分化。

博时基金固定收益总部研究主管陈志新就指出 ，公募基金主要还是加强信用基础研究工作，对行业和主体要有长期密切的跟踪 ，对于一些基本面有一定瑕疵的主体要能够有及时的分析和判断，而且目前一些爆发风险的主体主要问题集中在资金链断裂或者现金流紧张方面，可以针对目前的特性对这类主体进行重点排查，有效规避相关主体的信用风险。

转战可转债“蓝海”

基金经理在谨慎提防信用债投资风险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新的债券投资领域。 去年以来大幅扩容的可转债，就成为他们眼中新的投资“蓝海” 。

银河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监韩晶就表示，在固定收益投资方面，最看好可转债下半年的投资机会。 她指出，通过两年多的估值压缩，目前可转债市场估值水平已经接近2014年牛市之前的低位水平，继续下跌的空间较小。 同时，可转债的股票属性赋予其高弹性 。 此外，防范风险仍是今年投资的重点，而可转债能够提供一定的安全垫 ，转债在持有到期的情况下能发挥债券属性，获得一定的票息收益 ，“攻守兼备” 的特征十分突出。

兴全可转债基金经理张亚辉则表示，可转债是今年投资的价值蓝海。 他认为，今年权益资产的波动将加大，债券信用风险较大，利率还未看到趋势向下的阶段，不少转债估值压缩导致标的接近面值，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转债投资则是进可攻，退可守。

事实上，债基已经开始大踏步进入可转债投资市场。 基金一季报数据显示，基金在可转债上持有规模达到 420 .52亿元，加仓规模达到130亿元，市值增幅为45%，这也是可转债历史上第二个增持金额超过 100亿元的季度。 而从环比增长来看 ，可转债以44 .67%的增幅位居债券类资产配置增长首位 。

而相较于目前的信用债，可转债让基金经理们更放心的一点是其发行门槛较高，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用风险。 一位基金经理指出，能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一般基本面较为健康，且债券偿付能力不错，即便公司出现了业绩下滑等基本面走坏的趋势，可转债的投资者还有博弈回售条款和下修转股价的机会，相较于信用债，止损和套利的手段更为灵活 。

从近期可转债的走势来看，尽管A股市场继续震荡 ，许多可转债的正股表现不佳，但这种博弈预期的存在，依然支撑着可转债的强势 。 集思录网站的统计显示，截至上周五收盘，纳入统计的67只可转债中，有62只处于溢价状态。 这表明，这些可转债的交易价格高于其实际的转股价值，隐含了一定的看涨期权。 但需要关注的是，在这62只溢价状态的可转债中，有多达20只可转债溢价率超过30%，其中，有12只的溢价率甚至超过 50%，市场的博弈心态十分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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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雷代价巨大

因为重仓的信用债违约， 部分债基今年以

来的跌幅之深，让习惯于认为债基是“金饭碗”

的基民大跌眼镜，也令公募基金业压力倍增。

财汇金融大数据终端的统计显示，截至5月

12日，共有164只各种类型的债券型基金今年以

来业绩亏损，其中，净值跌幅超过5%的有18只，

超过10%的则有8只。 业内人士指出，综观这些

跌幅较深的债基的净值走势图， 其净值往往在

某一时点出现陡然下行， 结合该时点附近的信

用债违约情况，可以判断，这些债基亏损的根本

原因， 就是由于重仓了违约的信用债而被迫大

幅下调估值。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业绩跌幅较深的

债基普遍规模较小。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12

日，18只今年以来跌幅超过5%的债基中，仅有5

只规模超过1亿元， 跌幅超过10%的债基中，则

仅有2只规模超过1亿元。 而在这18只债基中，规

模最小的仅有100万元左右，实属于濒临清算的

基金。 而规模小，意味着债基抵抗风险的能力较

弱，一旦踩中一个信用债违约的“雷” ，业绩就

会急剧下滑。

不过，整体而言，目前信用债违约对债券型

基金的业绩影响并不大。 根据财汇金融大数据

终端大数据的统计，截至5月12日，虽然有164只

债基今年以来亏损， 但只占到纳入统计的1737

只各种类型债基总量的9.4%。 换句话说，即今年

以来，超过90%的债基实现了正收益。一方面，这

是因为目前信用债违约的体量有限；另一方面，

则是大多数债券型基金对风控较为重视， 信用

债的个券配置开始分散， 单个债券违约对净值

的影响不明显。

但公募基金业仍需未雨绸缪。 根据中央国

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新发布的 《2018年

4月债券市场风险监测报告》，4月份违约债券4

只，违约债券总面额为38.5亿元；2018年累计违

约债券15只，违约债券面额128.64亿元，分别较

去年同期增加25%和33.58%。 同时，债券市场信

用利差扩大，5年期AA级信用利差为214BP，较

上月末扩大21BP。与此同时，存量信用债隐含评

级调整仍然以下调为主： 中债估值的公司信用

债中， 隐含评级调整债券224只， 其中下调145

只；隐含评级调整涉及发行主体为57家，其中下

调48家，排名前四的行业为制造业、金融业、建

筑业和综合。

一位纯债债基的基金经理指出， 在风险频

频爆发后，债券市场出现了“良币驱逐劣币” 的

现象， 低资质的主体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的难度

不断加大， 这就有可能导致部分主体资金链断

裂，从而波及这些主体此前发行的存量信用债。

因此， 投资者需要格外警惕那些个券占基金组

合比例较高的债基， 如果这类个券遭遇了评级

下调乃至信用违约的风险， 很有可能导致债基

净值较大的下跌。

密集调研防风险

根据一季度末的数据分析， 公募债基配置

最重的是金融债，总量达到9553.2亿元，其次是

企业短期融资券和企业债，前者总量为5413.6亿

元，后者总量为4646.4亿元。从理论上而言，信用

风险最大的是企业债， 但其他债券类型也存在

违约的潜在风险。

上海某基金公司固定收益总监指出， 对于

持有债券的基金产品而言，目前最大的风险，是

债券违约爆发的“无规律性” 。 他认为，从目前

已经出现违约的各种信用产品来看， 涉及行业

较多，且部分企业在风险爆发之前，财务报表的

数据毫无先兆， 这让基金经理们难以控制个券

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 主动走出去进行实地调

研，成为基金公司债券投资的必修课。

而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 许多债基的基金

经理都表示，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个券的真实

基本面，才是最有效的风险控制方法。 在他们

看来， 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是信息披露违规，

是目前许多个券存在的通病，在办公室里研究

财务报表已经很难真正了解企业的偿债能力，

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实地调研才能获取真实数

据，做出正确的判断。“与股票投资注重企业业

绩成长性不同，债券投资注重的是扎扎实实的

现金流，这才是真正无风险的偿债能力。 但单

纯从企业定期报告中很难获取动态信息，而在

风险不断出现的背景下， 再不走出去调研，是

无法有效实现风险控制的。 ” 某基金经理对记

者说。

需要指出的是， 在全社会去杠杆进入攻坚

阶段的当前， 许多个券的风险并不仅仅来自于

企业自身， 还包括股东和关联方的资金链断裂

甚至是对外担保风险爆发。 重阳投资表示，由于

此前多年信用条件整体宽松， 企业盲目扩张的

冲动较强，积累了大量债务，借新还旧是这些企

业维系债务链条的最重要手段。 2017年以来，在

各项去杠杆政策的推动下， 全社会信用条件不

断收紧，股票、债券和信托再融资都变得更加困

难， 特别是今年以来信托和非标等银行表外融

资渠道大幅收缩。 在外部现金流流入受阻的情

况下，高度紧张的资金链条就变得非常脆弱，信

用违约发生的概率大大上升。

在此背景下， 基金经理的调研就需要覆盖

更多的层面， 不仅需要深入了解个券所处的行

业发展阶段、个券现金流的真实状况，还需要了

解个券各种隐性的“风险点” ，尤其是来自于大

股东和对外担保的风险。 很显然，这种调研的深

度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基金经理的工

作量无疑大大增加。 业内人士表示，在债券风险

此起彼伏的时候， 个券的调研能力将会逐渐成

为考验基金公司投资实力的一种体现，而这，会

进一步加剧公募基金行业的分化。

博时基金固定收益总部研究主管陈志新就

指出， 公募基金主要还是加强信用基础研究工

作，对行业和主体要有长期密切的跟踪，对于一

些基本面有一定瑕疵的主体要能够有及时的分

析和判断， 而且目前一些爆发风险的主体主要

问题集中在资金链断裂或者现金流紧张方面，

可以针对目前的特性对这类主体进行重点排

查，有效规避相关主体的信用风险。

转战可转债“蓝海”

基金经理在谨慎提防信用债投资风险的同

时，也在积极开拓新的债券投资领域。 去年以来

大幅扩容的可转债， 就成为他们眼中新的投资

“蓝海” 。

银河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监韩晶就表示，在

固定收益投资方面， 最看好可转债下半年的投

资机会。 她指出，通过两年多的估值压缩，目前

可转债市场估值水平已经接近2014年牛市之前

的低位水平，继续下跌的空间较小。 同时，可转

债的股票属性赋予其高弹性。 此外，防范风险仍

是今年投资的重点， 而可转债能够提供一定的

安全垫， 转债在持有到期的情况下能发挥债券

属性，获得一定的票息收益，“攻守兼备” 的特

征十分突出。

兴全可转债基金经理张亚辉则表示， 可转

债是今年投资的价值蓝海。 他认为，今年权益资

产的波动将加大，债券信用风险较大，利率还未

看到趋势向下的阶段， 不少转债估值压缩导致

标的接近面值， 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转债投资则

是进可攻，退可守。

事实上， 债基已经开始大踏步进入可转债

投资市场。 基金一季报数据显示，基金在可转债

上持有规模达到420.52亿元，加仓规模达到130

亿元，市值增幅为45%，这也是可转债历史上第

二个增持金额超过100亿元的季度。 而从环比增

长来看， 可转债以44.67%的增幅位居债券类资

产配置增长首位。

而相较于目前的信用债， 可转债让基金经

理们更放心的一点是其发行门槛较高， 从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信用风险。 一位基金经理指出，能

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一般基本面较为健康，

且债券偿付能力不错， 即便公司出现了业绩下

滑等基本面走坏的趋势， 可转债的投资者还有

博弈回售条款和下修转股价的机会， 相较于信

用债，止损和套利的手段更为灵活。

从近期可转债的走势来看，尽管A股市场继

续震荡，许多可转债的正股表现不佳，但这种博

弈预期的存在，依然支撑着可转债的强势。 集思

录网站的统计显示，截至上周五收盘，纳入统计

的67只可转债中， 有62只处于溢价状态。 这表

明， 这些可转债的交易价格高于其实际的转股

价值， 隐含了一定的看涨期权。 但需要关注的

是，在这62只溢价状态的可转债中，有多达20只

可转债溢价率超过30%，其中，有12只的溢价率

甚至超过50%，市场的博弈心态十分浓厚。

信用债违约“警报” 频传

万亿债基八方调研急“排雷”

□本报记者 李良

对于规模高达1.7万亿元的债

基来说，今年以来上百亿元的信用

债违约，貌似只是大海里泛起的一

朵小浪花，但这依然令基金经理们

坐立难安。 信用风险的无规律隐

藏， 让他们深切感受到 “暗箭难

防” 的心惊肉跳。

譬如今年以来债基跌幅最深

的中融融丰纯债A， 因为踩雷“14

富贵鸟” 债券的违约，截至5月12

日， 今年以来的净值跌幅高达

47.96%，规模更是急速缩水。而北

京某基金公司旗下债基业绩集体

下跌，也被业内认为可能是踩雷多

只债券违约所致。 这些个券风险的

爆发往往急速而迅猛，轻而易举地

击穿了基金经理的风控，基金只能

黯然吞咽苦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信用

债风险的无规律爆发，公募基金行

业正在加大调研力度，以求尽可能

提前“排雷” 。 来自财汇金融大数

据终端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一季

度末，公募基金持有的企业债总金

额达到4646.4亿元， 如果剔除同

业存单，企业债占据公募基金投资

债券资产的比例达到约18%，这个

体量足以引起基金业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基金经理也在积极

开拓新的债券投资领域。 去年以来

大幅扩容的可转债，就成为他们眼

中新的投资“蓝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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