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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合规无小事

私募认为应冷静
看待债券违约事件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曾令华
笔者注意到，从去年下半年起，私募朋友圈招风控
负责人的启事多起来了。监管加码，私募公司开始意识到
风控的重要性。 风控不仅仅是净值回撤预警、流动性管
理，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私募合规功夫需下在平常，信息
披露等不起眼的细节也不应该被忽视，合规无小事。

□朝阳永续
针对近期的信用债违约潮， 私募认
为应该冷静看待， 本轮信用债违约是去
杠杆过程中的正常出清， 会对市场造成
脉冲式影响， 但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
极低。

合规是生命线
如果说业绩是私募成长的基础， 那么合规就是私
募的生命线，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 2017年6月7
日基金业协会对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泽
熙资产管理中心(普通合伙)采取纪律处分，撤销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取消会员资格，对徐翔等3人和相关机
构加入黑名单并予以公开谴责，取消徐翔、郑素贞通过
认定方式取得的基金从业资格。 加入黑名单后，相关机
构不得重新登记，相关人员不得在基金行业从业。 “私
募一哥” 泽熙的消亡是恶意突破合规底线的结果。
对于私募来说， 公司或者是主要投资经理受到行
政处罚， 往往是公司转折点的开始。 因为操纵证券市
场，2013年、2014年的私募冠军创势翔在2016年被罚
款超过6000万元，创势翔董事长和交易主管也受到了
监管处罚。 此后，创势翔在主要平台销声匿迹。 虽然控
股权和主要投资经理之后更换，但公司发展进入低谷。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显示， 截至2018年5月
底，创势翔存续产品6只，历史上提前清算的产品17只，
而从备案时间推算，大部分应是2016年之后清算。
小的私募违规受罚，未来都可能失去了长大的机会。

净值风控需合理
华尔街流传一句投资格言，“
截断亏损， 让利润奔
跑” ，即一旦出现亏损，即刻止损，把损失控制住；一旦有
了利润，就握住不动，把小利润跑成大利润。 笔者在与投
资者接触中，不少人会问回撤和止损的问题。但是投资经
理过于迷信净值风控则容易操作变形，本末倒置。
最典型的是股票型基金设置的预警/平仓线。 一般
私募的清盘线设置在0.8元。 这对投资者的幻觉是可以
享受股票市场的收益，而最大的风险在亏损20%(姑且
认为能在0.8元全部卖出)。 显然，这并没改变股票型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属性。 在具体的投资上，一般管理人
会采用先建完全垫，逐步提高仓位的做法。 事实上，这
种投资方法，直接的结果就是有效资产的运用不足。 例
如，投资者出了100万的资金，只有50万在有效运作。
在产品净值到了清盘线附近， 理性的管理人就会低仓
位博反弹，成为事实上的“僵尸” 基金。 这也偏离了投
资者投资产品的初衷。 2015年成立的基金，目前净值
仍在0.9元以下的，不少就是因为靠近平仓线，不敢大
幅提高仓位，错过了近两年净值修复的绝好机会。
笔者认为， 符合投资策略风格的风控才是好的风
控。 比如，基本面选股的基金风控要点在于所选企业的
好坏、套利基金关注的是价差收敛的内在逻辑、交易型
选手关注操作的一致性。 从私募发展十年来看，波动和
回撤并不是投资者关注的全部， 关键还是符合预期的
收益。

功夫在日常
自2016年年初，监管部门先后发布了《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
干 事 项 的 公 告 》、《私 募 投 资 基 金 募 集 行 为 管 理 办
法》、《私募投资基金合同指引》等多部规定予以规范
私募运营。
在私募日常运作中， 对外宣传与信息披露是经常
碰到的。 例如，不能公开展示业绩、排名、评级等；不能
规模最大” 等误导性措辞和陈述，
使用“业绩最佳” 、“
这些逐步深入人心。 不过笔者注意到，不少私募仍对信
息披露重视不够。 例如，私募基金每季度至少一次向投
资者做信息披露，单只规模在5000万元以上的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至少每月向投资者披露一次。 但是相当一
部分机构由于未按时提交相关报告， 而被基金业协会
列为“
异常机构” 。
证监会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4月底基金业协会已
登记证券类私募管理人8752家，管理基金34350只，管理
规模23760亿元。 私募基金正从一个稀缺和小众的产品
类型，向一个供给充分、竞争激烈的行业转变。 投资者和
销售机构必然越来越“
挑肥拣瘦” ，因此，任何负面记录，
必然都是向前走的巨大障碍，私募合规无小事。

冷静看待债券违约事件

于保守” 他说。
私募排排网6月1日最新发布的6月中国
对冲基金经理A股信心指数月度报告显示，
2018年6月 “融智中国对冲基金经理A股信
心指数” 为107.66，该指数值连续两个月下
跌3%以上， 表明私募机构投资信心仍在持
续回落。 31.46%的私募基金经理对6月份市
场行情持极度乐观或相对乐观的观点；
46.77%的基金经理持中性的观点；21.77%
的基金经理则明确表示不太看好6月份的市
场走势。 相较于5月而言，对于后市预期较为
悲观的私募基金经理增加了近10%。

蓝石资产认为本轮债券熊市从2016
年10月开启，即使截至今年1月也持续了
长达14个月之久。 如此长时间的债市低
迷，本身就对企业再融资形成较大压力。
原本是信用事件引发的冲击， 进而会导
致机构流动性枯竭， 从而使得暂时没有
信用风险的发行人也受到波及， 其发行
的债券收益率也会大幅抬升， 甚至出现
发行失败。 但信用事件仅会造成脉冲式
影响，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朱雀投资认为本轮信用违约背景是
经济增速平稳中， 由去杠杆导致外部融
资整体收紧， 公司融资渠道收紧形成的
流动性危机。 整体违约形势可控，信用违
约率很低，出现系统性风险概率不大。 必
需消费行业的有息负债率低、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充沛，是信用风险“阵痛
期” 最好的“避风港” 。
尚雅投资认为周日披露的中国工业
企业利润数据从三月的3.1%迅速飙升至
4月的21.9%，属于过去6个月高点。 这一
数据意味着3月超低增速很大概率是开
工日分布原因， 证伪了经济二季度快速
变冷的预期。 而不断频繁曝出的信用违
约潮又形成行情延续的阻力， 因此震荡
盘整还将是近期的主要特征。
星石投资称， 今年以来集中爆发的
企业债券违约潮、 美联储的加息节奏以
及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等， 值得投资者关
注。 在宏观经济平稳中性、可见风险逐步
释放的背景下， 这几大隐忧处于总体可
控态势， 市场对此也有了一定的预期和
消化。

看好结构性机会

布局价值洼地

虽然当前私募基金对于6月A股市场整
体研判观点分歧显著增大，但是目前私募机
构在对后市的具体策略把握上，则仍然呈现
出较高的一致性。 目前业内主流观点仍对于
6月市场的结构性机会表示乐观。
李思思表示，尽管短中期内A股市场可
能延续偏弱震荡， 但市场整体结构性的个
股投资机会，未来仍然还会继续显现。 李思
思表示将坚持“精选个股、逆向投资” 的投
资思路， 并从中寻找到基本面逻辑清楚的
投资标的。 而在具体看好的机会方面，李思
思表示，啤酒、医药以及计算机细分行业的
优质龙头个股， 未来可能会展现出较好的
投资机会。
而袁国恩则表示，从阶段性防守的角度
来看，该私募机构将更加看好大消费等一些
弱周期、业绩更加稳健的投资标的。 啤酒、白
酒等行业板块，预计将成为该私募基金的重
点关注领域。
近期市场“破净” 个股数量大幅增加。
基岩资本副总裁杜坤则向中国证券报表
示， 随着近两年A股IPO堰塞湖的疏解，加
上独角兽、CDR等政策的推出，越来越多的
优质企业得以快速地在A股上市， 价值投
资理念愈发明确， 并吸引了市场上大部分
的资金。 在此背景下，业绩较差的个股预计
将继续成为“破净” 的主力，而优质个股的
长期投资价值仍然有望在股价表现上继续
凸显。

泊通投资认为股票市场的投资者，
无论机构还是散户往往都有羊群特征，
一看债券市场出现资金面紧张， 自己也
害怕得想出货。 这样的背景下，这次的底
部会很扎实。
北京成泉资本表示， 未来市场不管
怎么变化，始终会遵循跌多了会涨，涨多
了会跌的道理，所以，寻找未来的价值洼
地是关键。 而通过对宏观数据、 产业政
策、 行业景气度以及对一些细化数据的
跟踪， 预计未来的机会更多偏向于成长
股，同时，要谨慎对待市场偏离度较大的
股票。
深圳菁英时代表示， 更看好未来两
三年一些需要补短板行业的投资机会。
比如研究发现更多资源正在往半导体行
业配置。 半导体行业不仅得到了国家大
基金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政策的大力
扶持。
星石投资认为， 虽然A股短期内系
统性机会难以显现， 但在很多领域存在
结构性机会。 我们看好有明显护城河和
竞争优势的价值成长股， 从以下三大逻
辑进行挑选：一是进口替代。 中美贸易摩
擦是一记警钟， 再次提醒中国重视自主
高端技术的研发；二是受益于互联网+的
传统行业。 “
互联网+” 正从消费向更宽
领域渗透， 全面改善企业盈利所带来的
投资机会；三是受益消费升级下沉、有品
牌垄断优势的大众消费品。

视觉中国图片

趋势预判显分歧
私募看好结构性机会
本报记者 王辉
上周A股市场在前一周冲高回落之后弱势下行，沪综指一度
逼近3000点整数关口。 而在此背景下，私募机构对于6月份市场
趋势出现显著分歧。不过，在今年以来强势个股持续遍地开花，私
募业内对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市场的结构性机会，依然抱有较为
积极的预期。
A股延续弱势震荡
尽管6月1日A股市场正式纳入MSCI指
数对市场情绪有所支撑，但上周沪深两市整
体运行仍延续了前一周的弱势格局。 截至上
周五（6月1日）收盘，上周上证指数、深证成
指、中小板指、创业板指、沪深300、中证500
和中证1000等七大指数， 分别下挫2.11%、
2.67% 、2.67% 、5.26% 、1.20% 、3.93% 和
4.55%。 以创业板指、中证500和中证1000为
代表的中小市值指数，上周显著领跌。 不过，
上证50、 中证100等反映权重蓝筹的股指，
上周跌幅较小，均没有超过0.6%。 这表明低
估值权重蓝筹板块，整体在市场回调过程中
依然对A股带来显著支撑。

私募市场预判分歧加大
近期市场波动明显加大， 目前不同私
募机构对于6月A 股市场的整体研判分歧
加大。
上海庐雍资产董事长李思思向中国证
券报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内市场不确定性仍
然较大。 从权重个股的整体估值角度而言，
在市场外部环境不出现极端黑天鹅事件的
情况下，目前蓝筹板块总体估值应当已经下
降至底部区间。 在此背景下，虽然短期内A
股市场整体运行预计仍将会“磨底” ，难以
马上反转， 但主要权重股指即便继续走弱，
进一步下行的空间预计也将相对有限。 “
预
计 沪 综 指 在 2800 点 至 3000 点 的 区 间 范 围
内，将会有较强支撑；即使指数持续下行，也
不可能一次性跌到位，3000点一线至少将出
现较长一段时间的多空争夺拉锯” ， 李思思
表示。
不过， 重庆国恩投资董事长袁国恩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从5月
30日开始，A股市场情绪已经大幅转弱。 未
来A股市场可能还要大量承接独角兽企业
上市，新股扩容压力依旧相对较大，预计市
场将出现一轮较长时间的弱势调整。 而在
市场点位的预判上，袁国恩表示，沪综指在
3000点一线的支撑力度将十分有限。 “对
于6月份投资的整体把握，我们将会明显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