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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政策效果不彰

日本教训值得深思

证券时报记者 黄小鹏

日前，两条来自日本市场的消息引

人注目，促人深思。 一是日本养老基金

（类似中国的全国社保基金）在截至 3

月底的 2015 财年中亏损 5.31 万亿日

元，主因是该基金股票配置过高；二是

日本央行于 7 月 29 日决定，将每年购

买日本股市 ETF （交易所交易基金）

规模从 3.3 万亿日元提高到 6 万亿日

元，以进一步刺激股市，活跃经济。

2001 年日本首次实施量化宽松，

人类由此进入非常规货币政策新地

带。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特别是安倍

上台后，日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

来越疯狂，在非常规之路上越走越远，

央行买债（国债、企业债）这种传统上

匪夷所思的做法几乎常态化， 政府直

接介入股市也早就不再视为禁忌。 据

统计，日本市场上一半以上的 ETF 是

被央行买走的， 目前九成以上的日经

225 成分股十大股东中出现了日本央

行的身影。 如果按每年 6 万亿日元的规

模持续买下去， 很快日本央行就要成为

一大批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了。 为配合

“安倍经济学” ， 日本养老基金从 2014

年起将股票投资上限提高到 50%， 意图

推高股市来反作用于经济，但效果有限。

尽管非常规政策手段越来越多，越

来越挑战人们的想象力， 但日本经济困

局并未打破，通缩依然无法治服。有人会

说，如果没有这些狂野的政策，经济可能

比现在更差， 但一个国家经济如此长时

间地用猛药、用“偏方” 也无法治愈，原

因只能是未切中病根。 几乎所有人都承

认， 日本经济要从根本上走出困境需要

进行更多结构改革， 但受制于各种主客

观条件，这些改革并不容易实现。未来日

本会大概率地延续现有“治疗方案” ，而

包括央行直接入市、 养老金超高比例配

置股票等财政货币政策， 最终对市场的

长期影响肯定是弊大于利。

日本的通缩是其经济深层次矛盾的

集中体现， 它与传统周期性供求失衡引

起的通缩可能有重大差异。 日本的情况

表明，“直升机撒钱” 也不一定造成通

胀， 很可能是人口持续下降导致了传统

经济学原理的失灵。

在我看来，日本案例的启示有两点：

当一国经济结构性问题非常严重时，即

便是非常规政策也很可能无效， 所有不

愿意直面现实， 而以非常规政策缓解短

期痛苦的国家，未来会更加痛苦；人口问

题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虽然被人关注和讨

论，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日本是第一

个出现人口持续减少的现代经济体，未

来会有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

进入人口持续减少的阶段。 现有政策体

系即便在正常人口条件下也难令人满

意， 人口持续减少更是对现有经济政策

体系构成严峻挑战。因此，日本的情况并

非与我们完全无关， 以隔岸观火心态视

之并不正确，从前瞻出发，日本疯狂的经

济政策实验，是很值得认真观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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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期货、钢坯价格走强以及环保督查力度加大的影响，国内现货钢价出现小幅上涨。 由于近期国内钢厂高炉开工率维持高位，铁矿石市场也有所回暖。 据“我的

钢铁”提供的最新市场报告，最近一周，国内现货钢价综合指数报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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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钢价反弹 铁矿石市场转暖

机构持有人比例攀升促基金重大转型

证券时报记者 李树超

巨额赎回引发基金净值大幅波

动、绝对收益风格产品增多、定制化基

金数量扩容……机构资金的增多正在

影响基金市场， 公募基金显现出越来

越明显的专户特点。

近日， 多家基金公司投研人员透

露， 机构投资者在公募基金的占比越

来越高，而个人投资者占比越来越低，

这将给公募基金从投资策略到业务模

式等方面带来深刻变革。 业内人士认

为， 随着公募基金中机构持有人比例

上升，公募基金的投资风格将会改变，

工作重点、 业务模式重塑等方面或将

发生重大转型。

基金年报显示，

2011

年以来，机

构投资者比例持续攀升，从

2011

年的

28.94%

上升到

2015

年的

56%

。 业内

人士预计，今年市场震荡下行，个人投

资者纷纷逃离，同时“资产荒”蔓延，委

外资金陆续入驻， 基金的机构资金占

比很可能再创新高。

益民基金基金经理助理吴桢培分

析认为， 机构投资者正在成为公募基

金的投资主体。在“资产荒”的背景下，

机构投资者有实现多元化资产配置和

相对较高的固定收益的需求， 公募基

金产品正适合机构投资的这一需求。

随着机构资金在公募基金中的占

比越来越大， 公募基金的投资风格也

将发生改变。

泓德基金一位投研人士认为，与

个人投资者相比， 机构投资者更成熟

理性， 不容易跟风， 也不太会追涨杀

跌， 而且有相对成熟的投资策略和相

对完整的投资考察周期，因而，不太容

易受到市场短期波动的干扰。当然，机

构投资者对基金公司和产品的选择标

准也更为严格，包括公司综合实力、收

益来源、风险收益比等。

另外， 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追

求的目标差异较大。在产品策略方面，

机构投资者既需要纯债券、绝对收益、

保本等固定收益策略，还需要权益类、

量化对冲、定增、大数据、

FOF

（基金中

的基金） 等多种风险收益属性的投资

策略， 促使基金公司在产品多样化方

面下功夫， 以满足机构客户的需求。

“这对于公募基金来说有积极的影响，

可以减少短期波动导致的资金大进大

出， 从而减少对基金经理投资决策的

干扰， 对于基金的长期稳健运作意义

很大。 ”上述投研人士说。

吴桢培也认为， 机构投资者的增

多有助于整个市场的稳定及引导投资

者理性投资， 公募基金的投资风格也

将会更多地选择以价值投资为主， 改变

投资行为散户化和投机化的现状。

北京一大型公募基金经理认为，与

专户业务相比，公募更有利于机构投资

者： 一是定制公募基金可以定制投资风

格，二是申购赎回相对灵活，而专户一般

有一定锁定期。 机构客户投资特定公募

产品可以向基金公司约定投资范围，约

束收益波动性，定制产品策略，指定在

特定风险下去博取收益，降低净值波动

性等。

吴桢培也表示， 公募基金和专户产

品各有优点， 如公募基金通常以市场指

数为业绩比较基准， 追求超越基准的相

对收益， 而专户理财可通过灵活调整资

产配置，严格控制风险，追求绝对回报。

从长远来看， 机构资金在公募中的

增多， 或为基金公司的工作重点和业务

重塑带来契机。

7月新增信贷料超7000亿 基建投资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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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代码 指数简称 收盘 涨幅 指数代码 指数简称 收盘 涨幅

３９９００１

深证成指

１０３２９．４４ －０．６４％ ３９９３１１

国证

１０００ ３６５５．５０ －０．６１％

３９９００５

中小板指

６７３６．０８ －０．５４％ ３９９３１４

巨潮大盘

３２６７．３７ －０．５０％

３９９００６

创业板指

２１２２．４１ －０．８１％ ３９９３１５

巨潮中盘

４２０８．３１ －０．８６％

３９９３３０

深证

１００ ３６４２．３９ －０．６０％ ３９９３１６

巨潮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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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９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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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４１１６．０９ －０．６０％ ３９９５５０

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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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９１０３

乐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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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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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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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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