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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RI 业绩上扬，是近十年最好年度业绩 
 

股票对冲，医保，激进交易 12 月业绩领先； 

风险平价表现超过全球股市 

 

芝加哥（2020 年 1月 8 日）-根据全球对冲基金指数化，分析和研究领

先机构 HFR 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市场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对冲基

金 2019 年 12 月业绩上扬，年度业绩成为自 2009年以来最强年度业绩。

HFRI基金权重综合指数（FWC）12月上涨了+1.8%，2019 年年度业绩

+10.4%。这是自 2009 年 HFRIFWC 上涨+20%以来，年度业绩最好的一年。12

月底 HFRIFWC 的指数净值达到创纪录的 14,780；HFRIFWC 在 2009 年开始的

指数净值为 8291。 

HFRI500基金权重综合指数，一个可投资的由 500 家领先基金组成的指

数，12 月份上涨+1.4% ，而 HFRI-I流动另类 UCITS 指数上涨+0.93%，其中

HFRI-I 流动另类 UCITS 股票对冲指数 12 月份以+1.5%领先。 

反映跨多资产类别的广泛上涨，风险平价敞口在 2019 年的业绩创纪录。

2019年 HFR 风险平价波动 15 指数上涨+30.6%，超过道琼斯指数和其它全球

股指。银行系统性风险溢价产品策略，从接受风险的市场情绪中获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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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表现强劲，其中的子策略 HFR银行系统性风险溢价产品多种资产指数

2019年上涨了+43.6%。 

对冲基金在 12 月和整个 2019 年的业绩都受到股票对冲(EH)策略的引

领，市场对美国经济和美国贸易的乐观驱动美股全面上扬。HFRI 股票对冲

(总)指数 12月上涨+2.7%，2019 年年度业绩为+13.9%，是自 2013 年以来业

绩最强的一年。医保和科技子策略是最强的子策略，HFRI业绩领先股票对冲：医

保指数 12 月份上涨+7%，2019 年年度业绩+23.4%，HFRI 股票对冲：科技指

数 12月份上涨+1.9%，年度业绩+16.1%。 

事件驱动(ED)和相对价值套利(RVA)策略 12月业绩也上扬，并购套利和

IPO 的环境依然很强劲，利率保持低利率状态，信用利差保持紧缩。HFRI 事

件驱动(总)指数 12月份上涨+1.7%，年度业绩为+7.4%。事件驱动子策略中

业绩领先的 HFRI 事件驱动：激进交易指数 12 月份上涨+4.6%，年度业绩为

+18.3%。类似的，HFRI 相对价值套利指数 12月份上涨+1.5%，年度业绩为

+7.6%。低利率和大量的政府债券供应提供了整年的负利率。相对价值套利

的子策略业绩领先的是传统的可转换债套利策略，HFRI相对价值:可转换债

券套利指数 12 月份上涨+1.7%，年度业绩为+10.7%。 

 相关性弱的宏观策略 12月份略微上涨，HFRI 宏观总指数 12 月份上涨

+0.34%，年度业绩为+6.2%。宏观子策略中 12 月业绩领先的 HFRI 宏观：人

为决策指数上涨了+2.0%。整年来看，HFRI 宏观：激进交易指数以+8.1%的业

绩领先其它所有子策略，HFRI宏观：系统性分散指数上涨+7.1%。波动的

HFR 区块链指数 12月份略微下跌-0.9%，整年上涨了+29.5%。 

 “对冲基金自金融危机恢复后最高年度业绩，强劲的接受风险的市场

情绪支配着不仅 12月还包括 2019 大多数时候，风险平价和高贝塔的策略领

先整个市场，”Kenneth J. Heinz，HFR 总裁说，“全球金融市场在 2019 年



经历了相关的熔化，各个股市（受到美国科技股引领），固收，大宗商品和

外汇市场强劲上涨。尽管美国核心经济和就业率保持强劲，2020 的前景反映

了正面但是温和的预期，这都是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中东紧张局势，持

续的外贸关税谈判，美国大选不确定性的上升。根据这些动态的全球，充满

机会的环境进行布局的基金将在 2020年引领市场的业绩和增长。 

Follow HFR on Twitter: @HFRInc  Follow Ken Heinz on Twitter: @KennethJHeinz 

     Follow HFR on Weibo: @HFR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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