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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创下 1999 年以来最强劲的 上半年涨幅
HFRI 股票对冲在重新开放、通胀上升方面的战略表现领先；

科技、大宗商品、石油波动子策略领先
芝加哥（2021 年 7 月 8 日）——根据全球对冲基金指数化，分析和研究领先机构
HFR 最近的数据显示，尽管欧美对通膨形成的压力趋于明显，在对美国经济重新开放的乐观
情绪，对冲基金的表现在 6 月取得了进步，将连续月度涨幅扩大至 9 个月，并完成了自
1999 年以来最好的上半年。HFRI 基金加权综合指数® (FWC) 在 6 月份上涨了 +0.4%，而
可投资的 HFRI 500 基金加权综合指数上涨了 +0.2%。
HFRI FWC 指数在 2021 年前六个月上涨了 +10.0%，这是自 1999 年以来上半年的
最强劲表现，截至 2018 年 1 月该指数连续上涨 15 个月，这是自那以后最长的连续上涨时
期，达到 9 个月。 在截至 2021 年 6 月的过去九个月期间，HFRI FWC 飙升了 +22.0%。
6 月份标的指数成分的表现离差略有增加，HFRI 的前十分位平均上涨了 +7.6%，而
当月的下十分位平均下降了 -5.5%，代表了自上而下的离差 6 月份为 13.1%，而 5 月份为
12.1%。 而 2021 年上半年，HFRI 的前十分位数平均上涨了 +38.6%，而最低十分位数平均
下降了 -6.9%。
股票对冲策略跨专业子策略进行多头和空头投资，延续了 6 月份的近期涨幅，因为许
多股票市场创下历史新高，而已实现的股票波动率仍然很高。 HFRI 股票对冲（总）指数本
月上涨了 +1.3%，主要得益于宽泛的高贝塔系数、做多偏向量化、科技和多策略敞口的子策
略表现。 可投资的 HFRI 500 股票对冲指数在 6 月份上涨了 +1.2%，将其九个月的涨幅扩
大至 +26.3%，是有记录以来第三高的同期涨幅。 6 月份 HFRI EH：方向性量化指数飙升
+3.7%，HFRI EH：科技指数上涨 +3.5%，HFRI EH：多策略指数上涨 +2.6%。 HFRI 股票
对冲（总）指数在 2021 年上半年所有主策略中领先，涨幅为 +12.7%，而该指数在过去三

个季度中上涨了 +29.5%。 子策略表现一直由 HFRI EH：能源基础材料指数在上半年领跑，
2021 年上半年上涨 +19.9%，自 2020 年 10 月以来上涨 +46.9%。
由于 6 月份利率下降，基于固定收益的利率敏感型 HFRI 相对价值（总）指数上涨
+0.2%，而可投资的 HFRI 500 相对价值指数小幅下跌 -0.06%。 子策略表现由 HFRI RV：
收益替代指数领涨，当月上涨 +1.8%，而可投资的 HFRI 500 RV：FI 公司债指数上涨
+0.6%。
可投资的 HFRI 500 事件驱动指数在 6 月份上涨了 +0.2%，而 HFRI 指数上涨了
0.2%，事件驱动策略通常侧重于失去关注的、高价值股票敞口和对并购情况的投机，将强劲
的上半年收益延续到 6 月份。 事件驱动（总）指数上涨 0.4%。 ED 子策略收益由 HFRI
ED：不良/重组指数领涨，上涨 +1.5%，而 HFRI ED：合并套利指数在 6 月份上涨
+0.6%。
尽管大宗商品策略有所上涨，但不相关的宏观策略在 6 月份下跌，HFRI 宏观（总）
指数当月下跌 -1.0%，而可投资的 HFRI 500 宏观（总）指数下跌 -1.3%。 宏观子策略表现
由 HFRI 宏观：商品指数领涨，6 月份上涨 +2.9%，而 HFRI 宏观：活跃交易指数上涨
+0.9%。 HFRI 宏观货币指数当月下跌 -0.7%，而 HFRI 宏观：人为决策指数下跌 -1.8%。
在大宗商品和信用敞口的带动下，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替代品在 6 月份也出现上涨。
HFR BSRP 信用指数本月上涨了 +3.3%，而 HFR BSRP 商品指数上涨了 +2.0%。 在 HFRX
股票对冲指数上涨 1.2% 的推动下，HFRX 全球对冲基金指数在 6 月份上涨了 +0.4%。 风险
平价在 6 月份连续第四个月上涨，因为 HFR 风险平价波动 15 指数当月飙升 +1.4%，使 21
年上半年的回报率达到 +10.7%。
HFRI 女性指数在 6 月份上涨了+0.2%，而 HFRI 少数族裔指数则小幅下跌-0.2%。
“对冲基金在 6 月份扩大涨幅，完成了自 1999 年以来最强劲的上半年，尽管随着更
广泛的宏观经济重新开放、利率上升和通胀趋势放缓，本月业绩驱动因素和市场情绪发生了
变化。过去三个季度利率下降和股票市场波动性仍然很高。” HFR 总裁 Kenneth J Heinz
表示， “虽然投资者对全球重新开放的乐观情绪仍然强烈且合理，但对冲基金经理和投资者
正在为一个动态的业绩环境做准备，该环境可能会随着政治发展、病毒突变和疫苗功效的新
信息以及需求变化而迅速变化以及与消费者、科技和能源趋势有关。 基金经理在战术上和机
会主义上定位，通过波动将创造的机会货币化并保留资本，可能会吸引机构投资者资本在
2021 年下半年引领行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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