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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携手高瓴设立高腾国际

进军海外资管

□

本报记者 吴娟娟 李惠敏

中证报记者获悉， 由腾讯和高瓴联合战

略投资的高腾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Gaoteng�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近日获得香港证监会颁发的4号及9号牌照

（公募），可在香港或其他合格境外地区设立

投资于海外市场的基金，在香港开展公募、私

募基金管理和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这意味着，

腾讯和高瓴两大巨头联手进军海外资管市

场。 据了解，高腾国际的第一只公募产品将为

固定收益类产品。

提供一站式资管服务

近日， 由腾讯和高瓴联合战略投资的高

腾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Gaoteng� Global�

Asset� Management）获得香港证监会颁发

的4号及9号牌照（公募），两大巨头将联手进

军海外资管市场。 “相较于外资机构，我们更

了解中国客户。 ” 高腾国际总裁毕万英表示，

高腾国际致力于提供一站式资产管理服务，

服务海内外华人，现阶段开展外币理财业务，

以精品理财为宗旨。

据波士顿咨询统计，目前我国内地居民中

海外投资理财产品占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的

比例还比较低，到2022年之前，内地居民新增

海外投资需求可达10万亿元。香港是内地富裕

人群海外投资的首选之地， 贝恩咨询统计显

示，71%内地富裕人群出海投资选择香港。

根据香港证监会发布的数据， 截至2017

年年底， 香港证监会批准的基金 （公募、私

募）资产净值为1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0%。

截至2017年年底，1477家公司持有香港证监

会颁发的9号牌，可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持牌

公司数同比增长14%；其中334家持牌机构为

内地资管机构子公司。

大咖“助阵”

据了解， 高腾国际的团队囊括了多位业

内大咖。 其中，高腾国际总裁毕万英有18年国

内外资产管理行业经验， 曾任工银瑞信基金

副总经理，负责分管公司风险管理、信息科技

和基金运作业务。 在此之前，曾任嘉实基金首

席风险官、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和风险管理

委员会委员。 高腾国际首席技术官蔡川曾经

历任腾讯多个部门总经理， 有超过19年产品

管理、研发管理和技术管理经验。

其权益首席投资官李宇 （Daniel� LI）拥

有15年全球对冲基金从业经历， 为Milvus�

Capital创始人和首席投资官， 曾任敦和资产

权益投资总监， 千禧基金Millennium� 投资

经理，高盛公司执行董事等，2016年荣获中国

证券报海外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此外，其固定

收益投资负责人及董事总经理侯明伟、 固定

收益董事总经理朱惠萍、 信用策略董事总经

理谢亚祖亦有多年从业丰富经验。

据业内人士预计， 因毕万英此前一直深

耕风险管理领域， 其领导的高腾国际风格或

偏稳健。 据记者了解，高腾国际的第一只公募

产品将为固定收益类产品。

美股油气QDII业绩亮眼

全球化配置价值凸显

□

本报记者 万宇 李惠敏

今年QDII基金成为基金行业的一抹亮

色。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4日，在所有可

统计的公募基金产品中， 今年以来表现最好

的十只基金中有9只是QDII基金，主要投资美

国股市的QDII基金和原油主题QDII基金表现

尤为亮眼。

对于美股及国际原油未来走势， 机构意

见不一。公募基金人士认为，QDII基金具备重

要的配置价值， 借助QDII能够更有效地分散

投资组合，降低组合风险。

业绩总体优异

wind统计显示， 截至9月14日， 市场上

227只（A/B/C类分开统计，下同）可统计的

QDII基金中， 今年以来107只基金录得正收

益，取得正收益的比例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其

中，15只基金单位净值增长率超过20%，收益

最高的广发纳斯达克100ETF、广发纳斯达克

100人民币、嘉实原油今年以来的单位净值增

长率分别达到24.69%、24.47%和24.36%。

具体看，受益于美股高歌猛进、国际原油

价格持续攀升， 主要投资美国股市的QDII基

金和原油主题QDII基金表现尤为亮眼。Wind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涨幅位居前十的QDII基

金中， 有4只为投资美国股市的基金；39只投

资美国股市的QDII基金中，今年以来截至9月

14日仅有一只未能取得正收益，30只基金的

单位净值增长率超过10%。

原油主题QDII基金同样表现出色， 目前

市场上共有7只原油主题QDII基金， 包括4只

QDII股票基金和3只QDII商品基金， 共12个

份额今年更是全部录得正收益。

此外，基金半年报显示，得益于QDII基金

今年以来的优异表现，QDII基金上半年也得

到了机构的加码。 根据金牛理财网数据，机构

对QDII基金的持有份额和持有比例分别从

2017年末期的162.68亿份和20.24%增加至今

年中期的184.83亿份和20.88%。

美股走势现分歧

对于美股未来走势，广发基金表示，目前

美股正处于历史上最长的牛市阶段。 尽管当

前指数已经创下新高， 但预期市盈率却比

2018年1月26日美股闪崩之前更低。摩根资产

管理亚洲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也认为，

2009年到现在的这一轮美国经济周期虽然已

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并不代表经济周期

会立刻完结。

但薛掌柜基金组合研究院指出， 在全球

经济疲软的情况下， 美国经济也难以持续，

一方面欧盟国家和日本等仍处于经济低迷

期，另外一方面美国减税政策的效应边际递

减，这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国股市均构成不利

因素。

对于原油未来的走势，新纪元期货认为，

短期来看，IEA报告显示全球原油供应量达到

创纪录的高位， 预计近期国内外原油仍将延

续高位震荡反复。 中期看，下半年原油呈现高

位宽幅震荡走势。

全球化配置价值凸显

薛掌柜基金组合研究院认为， 资本全球

化配置时代，QDII基金具备重要的配置价

值。 借助QDII，居民可以选择将一部分钱投

资于海外美股、 港股以及其他新兴市场，能

够更加有效的分散整个资产的投资组合，降

低投资组合的风险，有望提升投资组合的整

体回报率。

谈到新兴市场等未来情况时，许长泰表

示，新兴市场方面压力较大，弱美元新兴市

场则表现好， 但今年是美元强势的一年，因

此新兴市场上半年货币普遍贬值。 但新兴市

场表现分化，认清基本面对新兴市场投资尤

其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许长泰认为，未来投资该

回归包括现金在内的低风险资产，但现阶段，

经济发展仍对股票、 环球企业债等风险性资

产相对有利。 他强调，风险管理应从资产配置

出发，而不是仅靠增持现金以达到该效果。

易方达基金萧楠：深度研究 坚持自下而上选股

□

本报记者 万宇

2017年易方达消费行业 （基金代码：

110022）夺得该年度股基业绩冠军，并成为

年度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增长最大的产品。

基金经理萧楠不仅荣获“2016年度一年期开

放式股票型金牛基金” ，而且还摘得“2017年

度三年期开放式股票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

对于过往业绩，萧楠认为这是一直以来坚

持深度研究后水到渠成的事情。他从不猜测市

场下个阶段会喜欢谁，而是坚持自下而上精选

个股的投资风格，深层挖掘能持续成长或稳态

下保持盈利能力的公司，并长期持有。

过硬研究支撑业绩

Wind数据显示， 易方达消费行业在

2017年录得该年度64.97%的正收益，成为股

票型基金的业绩冠军， 全年规模增长120.25

亿元，相比2016年底规模增幅高达937%，是

2017年主动权益基金规模增长最大的产品。

“去年我的投资思路还是比较朴素的自下而

上精选个股，没有太多特别之处。 ” 萧楠谦虚

地说。

不仅短期业绩亮眼，该基金中、长期业绩

也十分出色。Wind数据显示，自2012年9月28

日萧楠担任易方达消费行业基金经理以来，

截至今年9月5日， 该基金的累计收益接近

140%，在2013年至2017年五个完整年度内均

取得正收益。

谈到成绩背后的原因，萧楠表示“主客观

方面的因素都有贡献” 。 主观方面，一直以来

坚持做好深度研究，尤其在消费品领域，长期

的积累使得他沉淀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研究框

架和思维方式；客观方面，消费行业具备可持

续成长的潜力，只要专注在这个领域深耕，总

会挖掘到投资机会。

萧楠采访中屡次提到深度研究。“我们经

常在观赛中津津乐道战略战术, 评价运动员

的水平、心理素质,却忽略了这些战术的背后

都必须有长年累月刻苦的基本功训练来支

撑。 同样，大谈理念的时候,也往往忽略了再

好的理念也要有过硬的研究来支撑。 ”

从企业盈利中获利

今年以来，A股市场持续调整。 对纯粹坚

持自下而上风格、注重底层研究的萧楠来说，

短期的波动并不会让他太纠结， 他也从不猜

测市场下个阶段会喜欢谁。“在这个时间多研

究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优质公司， 想清楚他

们的长期价值和短期的困难， 把该做的动作

做出来就可以了。 ”

萧楠告诉记者，选股时他非常看重ROE、

ROIC、自由现金流等指标。 同时，他也会考虑

一些长期性的因素， 比如商业模式、 终局状

态、稳态ROE等。 他表示，底层好的公司即便

在逆境中也能够抵御压力， 从而获得更高的

份额，哪怕短期业绩欠佳，只要长期持有，总

会有回报。 易方达消费行业的持股集中度大

幅高于同类平均水平，持股周期较长，换手率

较低。 他认为，股票唯一的收益就是来自于企

业的盈利，而短期波动的期望回报为零，参与

短期的市场博弈是徒劳无功的， 同时也必须

长期持有企业的股权才能兑现企业的盈利。

前海联合基金：

风险偏好有望修复

□

本报记者 王蕊

上周8月份经济数据公布， 前海联合基

金根据分析认为，当前国内经济整体韧性凸

显，系统性大幅放缓风险下降，市场风险偏

好有望修复。 分行业看，除汽车消费增速放

缓1.2%至3.2%外， 其他类别消费增速均有

所回升；制造业投资增速7.5%，且高端制造

业保持较快增长。 经济数据趋稳有助于缓解

市场悲观预期，但隐忧部分仍需数据持续验

证以及政策持续发力。 市场对于中长期发展

模式的担忧，需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等措施

来释放制度活力。

政策方面，由于环保限产不再采用“一刀

切” ，而是实行差别化错峰生产，部分周期品

的价格预期回落； 医药仿制药带量采购政策

持续发酵，带动医药板块估值回落，虽然短期

分别对盈利和估值有影响， 但中长期均有利

于经济活力回升和行业发展趋好。

前海联合基金表示， 目前沪深两市动态

PE估值在14.3倍 ， 而历史上底部区域在

12-15倍，市场已处于左侧政策底部区域，右

侧市场底需要更多政策落地以及经济数据反

映。建议关注分红收益率、盈利能力优秀的低

估值蓝筹，以及增长稳健的消费龙头，并注意

提防近期表现较好的科技创新、 先进制造短

期可能遭遇的调整压力。

华润元大基金：

市场四季度或迎机会

□

本报记者 张焕昀

对于近期A股市场，华润元大基金表示，

总体来看， 近一个月上证综指基本围绕2750

点附近窄幅震荡，8月中旬起市场风险偏好有

所修复，股指自底部震荡缓升。 短期来看，三

季度末由于美国预期加息及季末资金紧张等

影响，预计市场或继续震荡筑底。华润元大基

金强调，四季度受益于政策底逐步明确、外部

不确定性暂时缓和， 市场在经历充分的筑底

蓄势之后，或将迎来利好机会。

海富通杜晓海：股指期货

对冲可降低风险

□

本报记者 李惠敏

9月13日， 在中国证券报旗下互动社区

金牛理财APP推出的基金直播栏目中，海富

通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杜晓海表示，通过量

化模型寻找超额收益股票构建投资组合，再

将组合与股指期货进行对冲， 在此情况下，

只要跑赢指数，股市涨跌与否组合均能获得

正收益。

据了解， 证券市场对冲是通过股指期货

来完成的， 目前上市的股指期货品种主要包

括沪深300指数、中证500指数和上证50指数

三个类别。 其中，作为对冲基金锁定风险的主

要工具，沪深300指数上市时间已超过8年。

杜晓海表示，其管理的海富通阿尔法对冲

基金是通过量化模型寻找具有超额收益股票

并构建投资组合。 在此基础上，将组合与股指

期货进行对冲。 其中，该组合与股指期货的成

分股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利用优选股票重新配

置组合。 他表示，在此情况下，只要组合跑赢指

数，股市涨跌与否对冲均能获正收益。 值得一

提的是，该基金在多数情况中通过对超额收益

的对冲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收益， 实现持续盈

利，基金净值有相对稳定的上升斜率。

目前，公募对冲基金仍处于起步阶段，全

市场运行满三年的对冲基金仅13只， 从平均

收益看，历年波动均在很小范围内，与股票型

基金的波动截然不同。其中，据金牛理财数据

显示，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近一年回报达

1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