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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合东方唐伟晔：

震荡市方显对冲价值

证券时报记者 姚波

唐伟晔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海

归， 在

2011

年惨淡的中国资本市

场， 他应用对冲市场中性策略获得

了

23.38%

的收益， 在去年私募排

排网收益排行榜上名列第二。 在他

背后， 是海归派带给中国资本市场

的新鲜理念以及对冲市场蓬勃发展

的一个缩影。

1993

年， 刚刚读大学的唐伟

晔用家里给的

1000

元钱， 开始了

股票投资。

2001

年， 唐伟晔从美

国斯坦福大学传播系毕业获得硕士

学位， 在 《星岛日报》 旧金山总部

作编译， 同时， 他一直坚持做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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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对资本市场前所未

有的冲击， 让他对投资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 “宏观经济中的不可知因

素， 会给价值投资带来难以预期的

影响。” 他说。

在海外市场， 电力公司一贯是

蓝筹中流砥柱、 财务稳健， 而当时

一大批电力股跌到只有几美元， 价

值被严重低估， 为了控制风险， 他

在买入电力股的同时， 做空道琼

斯指数， 对冲宏观风险， 后来， 电

力股果然出现恢复性反弹， 他获得

了超过

50%

的收益， 而对冲策略

又让他在市场的大风大浪中能睡得

踏实， 之后， 他开始着重研究对冲

策略。

2008

年， 唐伟晔选择在深圳

建立了自己的合伙投资企业———信

合东方。

唐伟晔表示， 很多人一听到对

冲基金就和高风险划等号， 但归本

溯源， 世界首只对冲基金的意图并

非如此———

Alfred Jones

创立了世

界上首只对冲基金， 本质上是一种

避险基金。 随着共同基金的监管要

求逐步严厉， 对冲基金监管较少，

有空间也倾向利用杠杆博取更高收

益， 导致传统意义上的避险基金向

高杠杆、 高风险基金演化。

“我们回到了最传统意义上的

对冲基金， 对冲就是避险。” 据了解，

信合东方采用的是市场中性策略， 即

同时持有做空和做多的组合， 充分对

冲市场的系统风险， 市场表现对业绩

的影响近乎中性， 通过做空高溢价资

产， 做多被市场低估具有投资价值的

资产， 获取绝对收益。

通过多年的摸索， 他逐渐形成了

一套建立在量化分析基础上的市场中

性的对冲模型， 目前， 资产组合以证

券为主， 涉及股票、

ETF

、 股指、 商

品、 固定收益等各种资本市场产品。

通过编写数据接口和数据分析软件，

应用统计分析手段从相关资产中寻找

相关性， 这套模型把看起来没有相关

性的资产进行搭配， 然后寻找这种搭

配后的驱动因素并发现投资价值。

“实际上， 数据模型只是提供信

号， 真正的投资决策还是需要人的判

断。” 唐伟晔笑言， 很多人认为做量

化需要数学基础， 但这只是在处理数

据时略占优， 若回到对数据信号背后

的驱动因素的挖掘、 认识和理解， 新

闻学培养的敏感性就派上了用场。 模

型只是对历史规律的总结， 历史性驱

动因素能否持续却需要人来判断。

信合东方的投资理念是 “相对价

值投资， 追求绝对回报”， 通过市场

中性的对冲策略， 唐伟晔获得的是两

类资产之间的相对价值。 这一策略在

震荡下行的市场中较有优势， “我们

只承担能够承担的风险， 把不能承担

的系统风险对冲掉， 不去获取那部分

超额收益， 这在大牛市肯定会落后。”

2009

年， 信合东方的投资收益不过

20%

， 被朋友开玩笑， “两个涨停板

整了一年”。

2011

年， 唐伟晔最满意的地方

是基本保证了月度正收益。 他的目标

是保证每年实现

15%

至

20%

的正收

益， 并力图实现季度的正回报。

对未来对冲市场的发展， 唐伟晔

充满信心。 尽管目前国内融券成本比

国外高出很多， 但随着转融通等一系

列措施推出， 中国对冲基金未来发展

的空间难以估量。

私募博言精粹

从容投资吕俊：

品牌的价值无疑会时常变动， 如果维护

得不好或者策略失误， 说没有就没有了， 所

以估值的时候给予过多溢价不合适。

深圳晟泰投资薛冰岩：

未来两到三年， 从绝对收益讲， 弱周期

行业可能远不如强周期行业。 理由有二： 一

是弱周期板块整体估值过高， 基本处在历史

平均估值水平的中值之上， 而强周期行业整

体估值都比较低， 基本处在历史平均估值的

下限； 二是弱周期行业不太可能随着经济的

复苏而出现业绩爆发式的增长， 业绩和估值

都难以大幅提升。

张裕

A

连续暴跌， 白酒和医药春节前

持续调整， 这再次证明， 在业绩不能超预期

的前提下， 高估值的周期已经过去， 下次高

估值的窗口远远没有到来。

天马资产长康晓阳：

在股票市场混的人， 思维逻辑里有两种

完全对立的潜台词： 知道涨跌和不知道涨

跌。 以为知道涨跌的人， 做什么都一样， 而

不知道涨跌的人， 会做很多工作设法提高确

定性， 或通过管理不确定性来获利， 即提高

概率和管理概率。 如果是前者， 每次仍有

50%

对的机会， 但长期胜出的机会是零； 而

后者， 才可能成为赢家。

分析个股和指数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

念。 有基本面研究能力的人， 一般只关心个

股， 并不希望依靠指数的涨跌赚钱。 在他们

眼里， 指数就像林子里的鸟， 可能飞向任何

方向。 而热衷于大盘和宏观研究的人， 他们

更倾向于把市场视为同一个对象， 最多只有

行业的分别。 因为要素太多且涉及人的行

为， 结论也主要靠猜。

当看到青岛啤酒的股票市值只有

15

亿

的时候， 如果你熟悉企业的经营业务， 懂得

分析公司的财务报表， 你会毫不犹豫地选择

买进， 甚至不惜投入全部身价， 哪怕持有

20

年都不会担心； 而当你要分析股价还会

不会跌、 有没有人买、 何时有人买的时候，

就会一筹莫展。 这就是分析公司价值与股价

涨跌的区别。

一个好的投资团队不需要太多人， 一个

核心， 三个帮手， 五名研究员， 一位交易

员。 成员虽简单， 但寻找这样的组合却并非

易事。 首先， 要拥有相同的理念； 第二， 性

格最好互补； 第三， 各有所长且各有侧重。

世上能人很多， 但志趣相投， 情融意合， 还

能凑在一起， 着实需要缘份。 得仁者， 得

缘； 得缘者， 得天下。

博弘数君刘宏：

从

2002

年年初开始痴迷于数量化投资，

十年下来， 最深的体会是， 包含基本面的数

量化模型更靠谱， 以数量化的名义排斥基本

面是瞎扯。

深圳挺浩投资康浩平：

纳斯达克指数

2

月

3

日晚上越过了

2007

年的最高点了， 道琼斯指数离

2007

年最高点也只有

10%

了。 欧洲经济在衰退

中。 但德国股市却从最低点上来

30%

还多，

为啥？

最近股市上涨， 好多人用汇金减少分红

比例来解释。 这说不过去， 太牵强。 其实，

大概是一系列利好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

而已。

星石投资杨玲：

在国内， 以前由于缺乏对冲工具， 基金

大都用同一种策略进行投资。 后来股指期货

和融资融券推出， 大家对从未见过的对冲工

具产生了憧憬。

不同于海外成熟市场， 我们的对冲工具

才刚刚推出， 各种法律法规还不全面， 配

套工具也不多， 运作起来成本非常高。 就

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来看， 要想利用新的

对冲工具做出理想的收益， 还需要相当长

时间的摸索。

因此， 充分利用现金管理工具来实现对

股票仓位的小幅对冲在目前也是可行的。 在

过去几年里， 这种工具以不同面貌出现， 比

如打新股套利、 可分离债套利、 定向增发套

利， 分级基金套利、 甚至七天回购等等。 这

些现金管理工具都有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

“期限短、 风险小、 收益尚可”。

如果现金管理的收益达到年化

5%

， 理

论上可以对冲掉两成仓位股票

20%

的波动

幅度。 从实际效果来看， 由于现金管理工

具的操作成本非常低， 这种模式也确实非

常有效。

（陈楚 整理）

政策利好

+

业绩驱动 种业股进入私募法眼

鸿道系等多只私募提前布局种业股

证券时报记者 陈楚

见习记者 陈春雨

国以农为本， 农以种为先， 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又是关于农业， 并特别

提出要发展种子行业。 与欧美国家相

比，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 种业发展仍

处于起步阶段， 成长空间巨大， 而政

策的持续扶持也给这一行业送来春

风， 目前相关上市公司集中了隆平高

科、 登海种业、 敦煌种业、 荃银高

科、 丰乐种业等一批龙头企业， 万向

德农等公司也正在成长中， 在政策利

好和业绩驱动两大因素的助推之下，

私募基金认为， 种业股龙年值得高度

关注。

一号文件利好种业

2

月

1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

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

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

见》。 值得关注的是， 一号文件在农

业科技创新部分特别提出， 要着力抓

好种业科技创新， 包括增加研究投

入、 建立发展基金， 培育一批大型骨

干企业等。

这不是一号文件首次将种业放在

发展农业的首要位置。 自

2000

年

《种子法》 颁布以来， 中国种业就开

始迈步在向市场化。 期间， 各路资本

受种业前景诱惑次第进入这一行业，

公益性育种与商业化育种并行， 但比

起美国等种业先进国家， 中国种业仍

然存在着科技含量低、 集中度不高等

劣势。 在此背景下， 政策利好是种业

谋求大发展的催化剂。 事实上， 随着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管理办法》、

《种植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等规章

去年陆续出台， 种业处于稳定粮食生

产、 保障粮食供给的核心地位已经被

确认。

“

2012

年的一号文件不会是种

业政策红利的终结 ， 而是新的起

点！” 深圳明华信德副总经理董岭表

示， 在中国经济实行产业转型和

结构升级的过程中， 农业要实现

现代化， 种业必须先行， 通过增

加种业的科技含量提升产业附加

值。 未来， 种业的一系列政策利

好将为该行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发

展动力。 如政府通过脱氧核糖核

酸 （

DNA

） 指纹识别技术， 有效

打击种子套牌现象、 推进种子公

司和科研院所的互动结合、 转基

因技术产业化等。

提价预期

+

行业整合

深圳展博投资研究总监罗四新

表示， 虽然种业股相比低估值的蓝

筹股有较大的溢价， 但经过

2011

年的下跌， 种业股整体估值已跌至

较为合理的区间， 未来种业股将进

入业绩驱动股价阶段， 政策扶持的

力度也会更大一些。

有券商研究报告显示， 从成熟

市场的历史经验来看， 种业股均享

受到超过大盘平均水平的估值溢

价。 通过商业化率、 种植面积和种

子价格等指标来分析， 中国种业未

来

5

年复合增长率应该在

15%

左

右， 种业市场有可能翻倍。 数据显

示， 目前中国种业商品化率仅为

50%

左右， 种子价格和粮价之比为

7

倍左右， 而成熟市场上述两个数

字分别大约为

85%

和

22

倍。 由此

可见， 中国种业的市场想象空间足

够大。

罗四新认为， 在种植面积有

限的前提下， 国内种业市场规模

扩大将主要依赖于种子价格上扬。

目前， 国家已经再次提高稻谷最

低收购价格 ， 同比上涨

9%

至

17%

。 他表示， 粮价上涨将带动种

子生产商收购价格的上涨， 从而

带来种子价格上涨。 长期来看，

种子价格上涨是大概率事件。 而

深圳一家私募总经理则认为， 刺

激种业提价的因素已经出现， 一

是成本转移， 劳动力、 化肥等价格

上涨可能转嫁到种子价格上。 其次

是去库存， 种业类上市公司去库存

接近尾声， 即将进入补库存的新阶

段， 在春耕播种旺季到来之际， 种

业类上市公司将面临产能释放和销

售放量。

此外， 他还认为， 中国种业要做

大做强， 行业集中度亟待提高， 而最

好的途径就是并购重组。 在美国市场

上， 孟山都 （

Monsanto

） 就是通过一

系列兼并收购成为种业巨头。

私募提前布局种业股

实际上， 去年三季度起， 就有私

募表示出对种业股的明显偏好， 如孙

建冬管理的鸿道投资就大举 “押筹”

万向德农， 数据显示， 鸿道一期、 二

期、 四期共计持有万向德农

817.58

万股， 是该公司第二大流通股股东，

占流通股比例

4.8%

。

从筹码分布上， 鸿道投资对万向

德农的持有相当集中， 在一期产品

中， 万向德农是其第五大重仓股， 是

二期产品的第二大重仓股， 而四期产

品自去年

6

月建立以来， 几乎处于按

兵不动的状态， 唯一买入的

1

只股票

就是万向德农， 说明鸿道对该公司的

偏爱。

而在实际走势中， 万向德农的表

现也是远远好于大盘， 三季度至今

涨幅超过

58%

， 是种业板块中的一

匹黑马。 而业绩与同类公司相比也

出现明显上升， 三季度其净利润达

到

6293.63

万 元 ， 增 长 率 为

163.32%

。 近日公司公告， 预计

201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

年同期增长约

50%-100%

之间， 对这

在

2011

年上市公盈利普遍下滑的情

况下， 仍是可圈可点， 作为前华夏公

司基金经理， 孙建冬的选股能力再次

得到印证。

不过， 也有私募对种业股表示谨

慎。 上海汇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何震就认为， 种业板块的局限在于

整体盈利能力不强， 即使部分公司出

现

50%-100%

的增长， 但是由于基数

低， 也不可能和银行、 医药等公司的

赚钱能力相比， 而且种业受天气、 政

策影响大， 业绩不稳定因素较多。 此

外，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陈家琳也表示， 不看好种业板

块， 因为中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化农业公司。

三成阳光私募产品新年飘红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明

春节以后， 股市略有回暖， 阳光

私募的业绩也有所起色。 朝阳永续最

新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纳入统计的

1059

只非结构化阳光私募产品中，

322

只获得正收益， 占比

30.41%

。

而去年获得正收益的阳光私募产品还

不到一成。

具体来看， 曾任国金证券研究所

副总经理冷再清领衔的塔晶狮王、 塔

晶狮王二号占据排行榜的前两位， 截

至

1

月

20

日， 分别上涨了

15.7%

和

15.12%

。 这两只成立于

2007

年股市

高点的私募产品曾出现较大的跌幅，

目前单位净值仍处于腰斩状态， 分别

为

0.5107

元、

0.4455

元。 润丰伍号

涨幅位居第三， 上涨

12.78%

， 目前

的单位净值为

0.7702

元； 银帆

3

期、

同威增值

1

期的涨幅也在

10%

以

上。 此外， 开宝

2

期、 润丰七号、

金谷

1

号等

300

余只私募产品也都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有人欢喜有人忧。 虽然整体业

绩明显好于去年， 仍有

700

余只阳

光私募产品净值出现了下滑， 部分

阳光私募产品跌幅甚至超过

10%

，

泰信矢量投资、 明达

3

期、 海昊

1

号跌幅居前。 备受市场关注的去年

私募冠军呈瑞

1

期， 截至

1

月

20

日， 今年以来微跌

1.06%

。

阳光私募业绩的回暖与基础市

场的好转不无关系。 今年以来，

A

股市场表现较去年稍有好转， 以大

盘股为主的上证指数与沪深

300

指

数分别上涨了

5.96%

、

6.84%

， 中

小盘股为主的中小板指数与创业板

指数涨跌不一， 中小板指数微涨

0.8%

， 创业板指数跌幅达

6.78%

。

融智投顾研究员李伯元表示，

阳光私募的业绩仍与

A

股市场整体

上涨幅度有差距， 这与私募的投资

偏好有关， 由于私募多喜欢投资一

些市值相对较小的成长股， 整体表

现并不理想。

生存困境倒逼私募创新

见习记者 吴昊

2011

年， 私募交出的成绩单令

人失望， 在对未来市场难以突破连

续弱势的判断下， 一些私募开始加

大创新力度。 随着衍生品市场的不

断完善， 特别是股指期货和融资融

券的相继推出， 这条创新之路相当

值得期待。

据近期私募排排网对近

50

家私

募基金公司的调查显示，

54.76%

的

阳光私募计划今年发行信托产品参

与股指期货对冲交易， 其中， 参与

套保和套利所占比例分别为

44.44%

和

56.56%

。 调查还显示， 计划通过

信托参与股指期货的私募公司中，

有

66.67%

的公司已经通过自有资金

和有限合伙的形式参与了期指对冲

交易。

在一些大型私募中， 朱雀的丁远

指数中性基金是这类模式产品的先

行者， 朱雀方面表示今年会加大

这方面业务的发展， 尚雅投资也

表示会在

2012

年参与做空以期对

冲掉市场风险。

2011

年

12

月

29

日， 国内首

只阳光私募对冲基金海集方

1

期

成立， 投资顾问为富晶资产， 目

前富晶资产已经发行第二只对冲

产品———梵海对冲， 两只产品皆

为

Alpha

套利策略。

富晶资产总经理王林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两方面原因

会影响私募参与做空： 主观上是

投资者理念的认识， 如果认为股

市超跌遍地是黄金， 不会去选择

对冲， 因为做空会把收益对冲

掉； 客观上是账户条件限制， 现

在有做空资格的信托公司也仅有

一家， 主客观的因素使得私募

大规模参与做空不太现实。”

除了参与股指期货 ， “两

融 ” 也是参与做空的一个选择。

鼎峰资产总经理张高表示 ： “今

年会有一些关于做空的制度性机

会， 一是融资融券标的物数量会

增加 ， 二是融资融券参与者范围

会扩大， 我们会尝试做空个股以

规避部分系统性风险， 在弱市行

情中把握盈利机会的难度很大，

因此多空都做会好一些。”

基于对市场的谨慎看法， 除了

参与做空， 一些私募基金也表示今

年会主动增加一部分固定收益的仓

位， 今年

1

月份债券型阳光私募大

放光彩， 或许仅仅是债券私募的一

个开始。

分析人士表示： “债券型私募产

品之前很少， 现在集中增多说明受到

市场的欢迎。 明年上半年经济或持续

下滑， 流动性会相应宽松， 虽然目前

股市方向不清楚， 但债券的行情还是

比较确定的。”

资料图

张常春

/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