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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风险管理

将在中国迎来大发展

何移直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金融企业

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金融风险

管理从业人员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 中国也不例外， 风险管理不

仅为卖方机构所倚重， 一直发展滞

后的买方风险管理也有望获得快速

发展。

风险管理：买方滞后于卖方

在资本市场上， 金融机构素有

卖方 （

sell -side

） 和买方 （

buy -

side

） 之分。 一般来说， 风险投

资、 私人股本、 共同基金、 对冲基

金、 保险基金、 养老金等自行投资

或为其他投资者代理投资的机构属

于买方， 而投资银行等证券中介机

构则属于卖方。

在风险管理方面， 买方一直滞

后于卖方。 以银行业为代表， 卖方

风险管理在过去

20

年间发生了革

命性的变革。 比如， 上世纪

80

年

代拉美债券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

促使银行开发用于信贷风险管理的

模型和工具， 巴塞尔资本协议也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投资银行在传统的

信用风险管理 （通过信用风险模型

评估坏账率、 利用期权或

CDS

对

冲转移违约风险等） 的基础上， 又

发展了市场风险的管理手段， 运用

市场风险控制职能和市场风险限额

预算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 目前，

巴塞尔委员会又颁布了第三次征求

意见稿， 其中包括银行最低资本需

涵盖各个主要风险， 提出了对银行

业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

然而， 买方在风险管理方面则

显得像一个旁观者， 裹步不前。 这

一现象在国际上普遍存在， 而资产

管理行业起步较晚的中国尤甚。 其

根本原因在于卖方进行的是自营交

易， 交易的结果直接反映在其资产

负债表上； 而买方从事的是代客理

财业务， 仅对客户资产负有信托责

任， 交易的结果不直接反映在自己

的资产负债表上。 因此， 相比较而

言， 买方感受到的风险管理要求要

弱得多。 对买方的风险限制只体现

在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 并且

一般只对投资方向做一个总体的规

定， 并不能形成真正的风险约束。

这样， 基金经理既是风险承受人又

是风险管理人， 他们既对收益负

责， 又对风险负责， 在收益相对排

名的业绩考核压力下， 其结果往往

是对风险的轻视。

监管体系不同， 也是买方风险

管理滞后的重要原因。 新巴塞尔协

议对银行业提出了一个对风险计量

更加严格的新资本标准， 明确地将

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

纳入风险资本的计算和监管框架，

并为以上三种风险度量提供了数量

化模型。 相比较而言， 买方的客户

资产则被监管者视为买方的表外项

目， 所以并没有要求其建立严格的

风险管理框架。 监管者对买方资本

金规模也没有具体的要求， 除非是

在为保本型产品作担保的情况下。

最后， 买方运用的投资工具和

产品设计的复杂程度通常要比卖方

低。 尤其是在中国资本市场上， 长

期以来只有只做多的产品， 风险管

理相对简单， 所以对很多买方机构

来说， 似乎没有配套的风险管理措

施照样也能管理基金组合。

正因如此， 资产管理行业在风

险管理方面投入不足， 鲜有买方机

构设置专门的风险管理官 （

CRO

），

目前的买方机构中， 仅有少数公司

设有专职

CRO

， 市场上还流传有

“一流的人才做投资、 二流的人才做

销售、 三流的人才做风控” 的说法。

五因素驱动买方风险

管理变革

随着形势的变化， 买方风险管

理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其

驱动力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长期绩

效评估。 随着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

发展， 对基金投资业绩的考核逐步

趋于合理， 由过去的单纯看短期排

名过渡到对长期绩效的评估。 从短

期来看， 基金经理有可能在忽略风

险管理的情况下， 靠赌运气偶尔获

得较好的业绩。 但是， 一旦把考察

周期拉长了， 运气就不会总光顾某

个人。 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

Marty

Gruss

曾说过： “只要控制好净值

向下的风险， 向上的收益就会自然

而来。”

二是来自机构投资人的压力。

传统的买方风险管理更多注重于向

客户提供风险报告， 而不是风险管

理本身。 个人投资者对风险的理解

力有限， 对风险管理的要求也较

低； 但机构投资者对风险的理解就

深入得多， 对风险管理的要求也会

更高。

第三， 衍生工具和杠杆的使

用。 衍生工具的风险更大， 通常还

会带来其他风险如交易对手风险、

流动性风险等， 这在次贷危机中已

经得到充分反映。 杠杆的使用还会

成倍地放大风险。 在中国， 伴随股

指期货、 融资融券业务的推出， 买

方必须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第四， 投资策略的多样化。 随

着客户对收益和风险分散的要求，

以及机构投资者对对冲基金、 私募

股权基金等另类投资的兴趣日益提

升， 买方的投资策略也日益复杂

化， 在主动管理的基金中， 传统的

做多策略基金与对冲基金之间的界

线逐渐变得模糊。 基金管理人如果

采用对冲等复杂手段追求收益， 风

险管理将成为基金实现稳定收益的

重要条件。 投资策略的多样化对风

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多个组

合累积的风险敞口需要正确度量，

对不同组合、 不同资产类别相关风

险的汇集尤其困难。 在此情况下，

买方开始逐渐采用原来只有卖方才

使用的复杂风险管理系统。

最后， 在投资策略日益复杂的

情况下， 监管机构也会相应地加强

监管。 例如， 股指期货、 融资融券

业务推出后， 中国证监会对相关机

构就提出了多项风险控制要求。 从

国际趋势看， 由于原则性或市场导

向的监管方法逐步被以条例为基础

的方法所取代， 并要求交易透明和

简化， 风险管理和合规管理职能可

能逐步合并。

基于以上理由， 买方风险管理

将在中国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这是

资产管理者的要求， 是投资者的要

求， 是监管者的要求， 也是资本市

场发展的要求。

买方风险管理的若干趋势

从国际范围看， 风险管理职能

在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中将变得更

加重要。

CRO

将越来越多需要直

接向

CEO

甚至是董事会汇报， 风

险管理者需要努力将公司和客户的

风险偏好对接起来。 同时， 风险管

理职能的角色和职权范围正在变

化———从对风险事件作出反应的风

险监测职能， 逐步转变为更接近战

略性的 “业务驱动器”， 风险管理

职能与企业其他控制职能将结合得

更加紧密。

在未来中国资本市场， 买方风

险管理的发展趋势同样值得关注。

一、 风险管理职能依附在投资

部门内部的做法将会改变， 独立的

风险管理部门将成为行业潮流。 只

有摆脱了外在因素的干扰， 风险管

理人员才能独立思考， 对每一项具

体业务作出正确客观的分析、 判断

与决策， 保证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二、 从传统的重视合规风险

和运营风险， 逐步转重视投资风

险管理。 到一定发展阶段， 整体

的风险管理框架将与风险偏好、

系统需求以及相应的管理流程相

联系， 形成事前防范、 实时监控

和事后稽查的全面而统一的风险

管理实施路线图。

三、 投资工具和投资策略的多

样化、 复杂化， 将进一步提高买方

对先进风险管理技术手段和系统工

具的需求， 大规模数据库和数量化

工具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 而向卖

方学习和借鉴这些技术手段将是一

条捷径。

四、 风险管理职能将在产品整

个生命周期中向上下游延伸。 在新

产品设计或者进入新市场的决策阶

段， 就要开始讨论风险。 同时， 企

业的风险管理意识和成果也会被包

装到向客户销售的产品中。 风险管

理的 “业务助推” 作用将会越来越

明显。

（作者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卖空

熊锦秋

8

月

30

日，

11

家券商均分别以

5

亿元上限向证金公司融资， 转融通将按

“先试点、 后铺开； 先转融资、 后转融

券” 原则推进。

笔者认为， 先转融资、 后转融券政

策， 似乎说明有关方面对卖空还有疑

虑。 目前的市场上， 有些投资者还是戴

着有色眼镜在看卖空。 前段时间， 张裕

A

、 中信证券等个股出现突发性下跌，

有人指这是蓄意做空， 但这更像是危言

耸听。

8

月

9

日 相关媒体报道了 “张裕

葡萄酒检测出农药残留” 的利空消息，

8

月

10

日张裕

A

几乎跌停， 但在

8

月

9

日事发前， 其融券余量仅为

6.82

万

股， 跟之前的融券余量没有明显变化，

所谓提前埋伏、 放消息推动股价下跌、

然后低位买入获利了结， 缺乏证据支

持。 几万股融券余量， 就算把股价打到

零、 做空又能赚几个钱， 值得这么大动

干戈释放利空消息？ 中信证券暴跌前融

券余量同样比较平稳， 也没有提前埋伏

迹象。

其实， 真正让股票下跌的是其价格

泡沫。 比如中信证券暴跌前动态市盈率

水平达到

30

倍， 其他券商股也基本如

此， 比金融板块的银行股估值水平高出

大约十倍， 尽管券商股将受益于融资融

券业务的开展， 但其利好根本无法支撑

如此高的估值。 事实上， 利空事件之后

中信证券等公司都辟谣澄清了真相， 那

为什么股价不涨回去， 从这一点看， 显

然决定股价下跌的不是利空消息， 而是

股价泡沫， 同期其他券商股无不闻风下

跌也是佐证。

还有人认为， 由于境外合资格机构

投资者 （

QFII

） 参与

A

股， 通过在

A

股市场做空， 同时在境外操作有关

A

股的衍生产品比如新加坡新华富时

A50

指数期货， 就可以轻易洗劫中国股市投

资者的财富， 这种观点更是站不住脚。

期货市场是多空间围绕财富转移的厮

杀， 如果中国投资者不参与境外的

A

股指数期货， 中国投资者在这些期货市

场就不可能有任何损失； 而在

A

股市

场， 投资者相互博弈， 财富也是在这些

投资者之间流转， 如果

QFII

为在境外

期货市场获利而在

A

股市场抛售现货

打压股价， 由此自己可能产生的亏损

反倒成为国内投资者的盈利。

QFII

要

想在

A

股市场空手套白狼洗劫中国投

资者有两种可能： 一是单纯融券卖空

并由此获利， 但目前这种迹象并不明

显； 二是在中金所操作期货指数获利，

但这也不可能， 因为

QFII

参与股指期

货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 期现市场盈

亏对冲。

目前

QFII

在整个

A

股市场中的持

股占比很低， 即使允许

QFII

更多一些

资金进入

A

股市场， 它的份额也难以

主宰

A

股现货市场， 其实， 在当前

A

股市场易跌难涨、 部分板块股价仍存

在一定泡沫的特殊时期， 国内上市公

司的大股东等投资者如果联手在新加

坡市场做空

A

股指数， 就等于为自己

的部分持股做了套期保值， 即使

A

股

市场跌下来， 也可在境外市场获得境

外投资者的部分补偿。 只是境外市场

恐怕没有多少投资者愿意甘当我们的

对手盘。

应该说， 目前在

A

股市场的卖空

者处于先天不利地位。 比如按规定， 证

金公司融出的每种证券余额不得超过该

证券上市可流通市值的

10%

， 这样做

空者打压筹码有限。 在投资者归还所借

入的证券前， 如证券发生分红派息等权

益分配情形， 投资者还要向证券公司进行

相应的权益补偿， 由此大股东在借出大量

股票后， 通过操控上市公司分红方案， 采

取大额分红， 就可逼融券者提供大量权益

补偿， 融券者可能不战自退。 而且， 借入

的股票涉及终止上市或要约收购时， 如果

投资者没有及时买回股票， 则将被证券公

司强制平仓。 一句话， 卖空交易所带来的

风险和收益其实并不对称。

其实，

A

股市场发展浑水式做空未必

是坏事。 当前一些上市公司受虚假利多信

息影响、 股价泡沫汹涌， 让浑水式做空者

揭示上市公司消息真相、 促使股价回归真

实价值， 更有利于股市发挥发挥资源配置

功能， 这无疑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 当

然， 也不排除有些投资者编造利空、 蓄意

做空行为， 这同样属于虚假陈述， 为此需

要完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等有关制度， 让

恶意做空者付出代价。

当前要托住市场、 托住指数， 让市

场走出低迷， 唯一的办法就是完善上市

公司治理， 让它们大力提高经营业绩、

少出点黑天鹅事件。 另外， 要改变单独

针对沪深

300

等蓝筹的做空机制， 将融

资融券标的拓展到包括垃圾股在内的所

有股票、 同时禁止借壳上市做法， 击破

垃圾股虚假股价泡沫， 由此也可以防止

垃圾股公司的大股东从市场高价减持套

取更多泡沫收益。

仅凭产权共有难以遏制保障房腐败

刘英团

据媒体报道，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日前已经完成了 《基本住房保障条例》

草稿的起草工作， 在草稿中， 购置政

府投资建设保障性住房须和政府 “按

份” 共有产权已然成为 “刚性” 规定。

有分析认为， 这一规定意味着购置保

障房的牟利空间将被基本清除。

开着豪车住经济适用房， 坐拥豪

宅还能申请到保障房， 保障房沦为腐

败房不但背离了保障房政策的设计初

衷， 也侵害了社会公平正义， 引起了

人们的极大不满。

2010

年

3

月，

193

名人大代表在

6

个议案中提出， 中国

现行有关住房保障制度的规定大都属

于政策性规定， 存在随意性和不稳定

性， 建议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进程，

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和法律制度。

针对这些议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

经表示， 《住房保障法》 的起草已列

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

国务院

2010

年立法计划， 并已形成基

本住房保障法征求意见稿。 但经过两

年的博弈， 《住房保障法》 最终还是

“降格” 成 《基本住房保障条例》。

住房保障立法是在对房地产市场屡

次宏观调控未见明显效果的前提下， 列

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

务院

2010

年立法计划的。 很多专家将

住房保障立法定位于 “社会法、 基本

法， 是保障性的、 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和

社会财产再分配性质的法律， 而不是一

部社会救济性质的法律”， 但据媒体报

道， 一位参与条例讨论的专家透露， 目

前形成的草稿， 回避了一些问题……

从坊间到学界， 虽然一直以来对住

房保障立法呼声甚高， 但在 “保基本”

还是 “全覆盖” 等问题上争论不休， 但

没有想到这些争论还没有平息， 最终住

房保障立法却 “降格” 成为条例， 并且

回避了一些所谓的 “敏感性” 问题。 例

如， “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

级人民政府负总责、 城市人民政府抓落

实的工作责任制” 并未纳入法律法规的

调整。 而针对保障房建设中谎报数据、

质量不过关、 分配程序不透明等问题，

地方政府及官员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

任， 立法同样语焉不详。

法律也好， 条例也好， 这里面还有

一个最让人关注之处， 就是保障房产权

共有这一提法。 但是， 保障房产权共有

就能压缩牟利者的利润空间或遏制保障

房腐败吗？ 笔者对此并不乐观。 “产权

共有” 不是个新命题。 其实， 早在

2009

年

6

月 《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试行

办法》 就明确规定， 经适房的房地产权

利人拥有 “有限产权” （可分为购房人

产权份额占

70%

、 购房人产权份额占

65%

和购房人产权份额占

60%

三类）。

当时，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

局长庞元高调宣称， “目前， 其他省市

有

20

多种经适房运营方式， 上海的

‘共有产权、 有限产权’ 制度是唯一的。

该运作机制可有效压缩通过经适房投资

获利的空间， 防止社会公共资源流失，

减少寻租可能。” 但是， 这一管理办法

实施后， 上海的房价至今依然高企。 可

见保障房产权共有对抑制房价没有显示

出效果来。

那么， 保障房产权共有能不能有

效地遏制腐败呢？ 《基本住房保障条

例 （草案）》 第

41

条 、

42

条规定 ，

“购买保障性住房未满五年， 承购人不

得转让承购的保障性住房； 确需转让

的， 由直辖市、 市、 县人民政府按照

购房原价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因素

予以回购”； “购买保障性住房满五

年， 经直辖市、 市、 县人民政府住房

城乡建设 （住房保障） 部门批准后，

承购人可以转让保障性住房。 转让所

得价款， 由出售人与直辖市、 市、 县

人民政府按产权份额比例分享。” 事实

上， 这一规定意味着保障房上市销售

不但个人可从中获利， 政府也可名正

言顺地分得 “一杯羹”。 在如此巨大的

利益刺激下， 指望 “产权共有” 压缩

利润空间恐怕是与虎谋皮 。 相反 ，

“产权共有” 如果执行得不好， 不仅不

能起到平抑房价从而促进民生的作用，

反而更易滋生腐败。 所以， 住房保障

立法不但要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还必须排除掉导致保障房腐败的障碍。

否则， 保障房只能是 “既没有效益又

没有公平”。

（作者为法律工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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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Response

舆情时评

首发目标刚实现， 部分公司大变脸。

信息披露做手脚， 业绩反差似表演。

融资应该有回报， 上市不能成圈钱。

害群之马必整肃， 保荐问责要从严。

你喜或悲，中报就在这里

苏容若

中报年年有， 今年又来了。 有

些疑问的面纱在这里揭开， 有些担

心在这里烟消云散， 有些判断在这

里得到验证， 有些愤怒在这里找到

了靶子。 这里是中报， 这里有信息，

这里有机会， 这里有教训。 你喜，

或悲， 中报就在这里。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注意到，

近日财经媒体纷纷就上市公司中报

进行专题报道。 各种观察、 各种角

度， 白马、 黑马、 高帅富、 矮窘

穷、 现金奶牛、 利润肥牛等等， 看

点十足。 令笔者不禁想起那 “半杯

水” 寓言， 透过新闻看热闹， 一道

光折出七色虹， 各种人、 各种反

应、 各种后续行动， 蝴蝶的翅膀一

直在挥舞。

“变脸王”， 是中报舆情中相

对热门的一脉。 值此时机， 监管

层答复投资者热点问题时表态 ，

对公司上市后业绩变脸背后涉及

的财务造假、 利润操纵、 虚假披

露及保荐机构 “荐而不保” 等违

法违规行为， 一经发现必将依法

查处， 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语昨日见

诸报端并被广泛传播。

作为路人甲， 笔者当然乐见此

表态， 也乐见有后续动作， 不过同

时也深感新闻批评之价值。 前有业

绩变脸秀报道引得关注， 于是后有

洋洋几千字文中对此事高度重视。

而实际上， 此番表态正是现行法律

法规的题中应有之义， 并无新增，

也就是说， 当事各方据以博弈的制

度并无改变。 若由此而增加对新股

的信任感， 只能说是没读懂新闻惹

的祸。 不光新闻， 中报、 分析报告

都是如此。 它就在那里， 你怎么看它才是

关键。

其实， 通过关键词搜索可以发现， 变

脸年年有， 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主角

每每不同罢了。 仔细想想， 企业既是法

人， 也有人之常情， 有着跌宕起伏、 变

幻莫测的际遇。 只增长从不停步从不下

滑的企业， 就像是只涨不跌的股市， 可

梦寐而难得。 空对变脸愤怒， 只怕是耽

误了大好时光， 若是买了， 不如自我反思

更为有益。

对于投资者来说， 中报就像是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切出一个横剖面， 把

2012

年

1

月

~6

月的经历讲给你听。 讲的是真相还

是故事， 观众自有判断， 而且是必须有自

己的判断， 毕竟真金白银赚的亏的都是自

家的。 笔者据自己有限阅历贸然归纳， 大

致是硬货、 软货一并推出， 在制度的约束

下， 该说不说的毕竟是少数， 能美言几句

而不美言的也不是多数， 说了之后投资者

领悟了多少才是门学问。

短期内大环境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

是个定量， 自己的小宇宙才是变量， 中报

有宝， 君能取否？ 中报有雷， 君能避否？

笔者赞同一位职业投资人朋友的观点， 他

说， 看报告无论是上市公司报告， 还是券

商研究报告， 只看干货、 硬货， 比如事件

叙述、 行业数据， 所有软性的带着个人色

彩的赞美、 看多乃至吹捧一扫而过， 无需

太认真。 当然， 也常在各种股市论坛中见

到有投资者出离愤怒地表示， 上市公司的

数据怎么能相信？ 此语未免情绪， 对此，

笔者赞同另一位从事证券研究多年的朋友

的应答： 如果不相信并质疑每个公司的每

个数据， 那么研究就无法进行了。

其实说来说去， 还是那句话， 投资有

风险， 入市须谨慎。 一个报告期又一个报

告期过去了， 我们对这话的体会大概又多

了几分。 的确， 冷暖自知， 后果自负。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