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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资产规模连续 8 个季度增长达到历史新高
尽管资金流向错综复杂
股票对冲资金流入被宏观策略的流出所冲销，投资人增加了另类贝塔的投入；
HFRI 科技，事件驱动引领 2018 年上半年的业绩上扬

芝加哥（2018 年 7 月 19 日）-对冲基金在 2018 年第二季度末连续第八个季度增长创造规
模新高，投资人逆转了第一季度的策略投入趋势，更多的新资金流向了股票对冲策略，而
从宏观策略赎回，相对价值套利和事件驱动也有小幅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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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FR 全球对冲基
金报告显示，全球对冲基金产业资本规模增加了 206 亿美金达到新高 32350 亿美金。
跟 2018 年第一季度的趋势反转的是，投资人第二季度赎回了 30 亿美金，自 2017
年第一季度以来第一次季度净流出。资金流入和流出平均分配在大型基金管理公司里面，
12 家得到资金流入超过 5 亿美金的管理基金公司总规模达到 155 亿美金，11 家遭遇流出
规模超过 5 亿美金的基金管理公司总规模达到 143 亿美金。第二季度资金净流入所有管理
公司规模为 340 亿美金，遭受净流出的管理公司规模总额为 370 亿美金。
HFRI 基金权重综合指数（FWC）2018 年第二季度上涨+0.86%，科技和事件驱动策
略的强劲业绩被第二季度晚期的外贸和关税波动部分冲销。2018 年上半年 HFRI
FWC+0.79%的业绩超过全球绝大部分股市的业绩，包括道琼斯综指，以及欧洲和亚洲股
市，然而落后于标普 500 指数。HFRI 资金权重综合指数 2018 年上半年业绩上涨+1.4%，
显示了大型基金的相对强劲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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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了前三个季度的趋势，股票对冲策略第二季度得到资金的净流入，投资人增加
了对股票市场的贝塔敞口，而减少了其它策略的投入。股票对冲策略第二季度得到 24 亿
美金的净流入，股票策略总规模增加到 9480 亿美金，是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主策略。股票
对冲的子策略，基本面价值和股票中性子策略一共得到 27 亿美金流入，被股票对冲复合
子策略的 17 亿美金流出部分冲销。HFRI 股票对冲（总）指数 2018 年第二季度上涨
+0.85%，2018 年上半年上涨+1.2%，HFRI 资金权重股票对冲指数第二季度上涨+0.64%，
上半年上涨+1.75%。股票对冲子策略上半年业绩领先的是医保和高科技子策略，HFRI 股
票对冲医保指数上涨+10.3%，超过所有的子策略，超过 Nasdaq 综合指数，而 HFRI 股票
对冲：科技指数上涨+7.9%。
宏观对冲基金在 2018 年第二季度资金流出超过其它策略，投资人从宏观复合策略
中转移出资金。宏观策略净流出 28 亿美金，宏观策略的规模下降到 5920 亿美金。几乎所
有的宏观资金流出都集中在复合策略（23 亿总流出），而主观决策策略有 7.8 亿美金的净
流入部分冲销掉资金流出。HFRI 宏观（总）指数第二季度略微下跌-0.16%，2018 年上半
年下跌-1.75%。同样显示大型基金的业绩优势，HFRI 宏观（资产权重）综合指数 2018 年
上半年上涨+0.84%。
投资到事件驱动（ED）和相对价值套利（RVA）策略的总资本在 2018 年上半年上
涨，业绩带来的资金规模上扬冲销掉策略方面的资金流出。投资到事件驱动策略的资本在
第二季度上涨 100 亿美金到 8450 亿美金，业绩带来的资金增长冲销掉净流出的 15 亿美金；
2018 年第一季度有 44 亿美金的流入，使得 2018 年上半年净流入 29 亿美金。HFRI 事件
驱动（总）指数在 2018 年上半年业绩领先所有的主策略上涨+2.9%。类似的，投资到相
对价值套利策略的资本增加 17 亿美金达到 8482 亿美金，尽管第二季度有 11 亿美金的流
出。这个流出也被第一季度的 23 亿美金流入所冲销，使得 2018 年上半年流入相对价值套
利策略的净流入达到 12 亿美金。HFRI 相对价值套利（总）指数 2018 年上半年上涨
+1.5%，而 HFRI 相对价值套利（资金权重）综合指数业绩上涨+1.7%。
2018 年第二季度资金流向偏向规模中型的管理公司，管理规模在 10 亿到 50 亿之
间的中型管理公司收到 16 亿美金的流入。管理规模低于 10 亿美金的管理公司遭受了 8.8
亿美金的流出，管理规模在 50 亿美金以上的巨型基金遭受了 38 亿美金的流出，并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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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几家基金管理公司里面。2018 年上半年，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遭受了 41 亿美金流出，
中型基金管理公司流入 2.64 亿美金，管理规模低于 10 亿美金的管理公司流入 19 亿美金。
“2018 年第二季度业绩和资本流入趋势发生转移和演变，基金经理和投资人针对
外贸关税带来的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国经济的强劲走势做出调整，带动资本流向股票对冲，
围绕并购套利的事件驱动策略以及特定的科技敞口的业绩上扬，”Kenneth J Heinz，HFR
总裁说，“贸易关税的波动以及美国公司的强劲盈利扩展了很多特有的，利用多空投资到
如下领域的盈利机会，这些领域包括高科技，制造业，媒体和零售行业，还包括在并购套
利，激进交易，特殊情形，高科技和医保领域的相对价值机会。截至 2018 年年中连续 8
个季度规模上升创造新高，这个趋势将很可能延续至下半年的 2019 年，驱动产业增长和
业绩上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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