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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的资产随着第二季度恢复而上升 
 

HFRI500 指数在 2020 上半年超过了道琼斯和 FTSE100 指数,资产流出下降; 

整个市场的资本增加创造了季度记录 
 
 

芝加哥（2020 年 7 月 20号）根据全球对冲基金指数化，分析和研究的领先机构 HFR 最近发布的

HFR 全球对冲基金产业报告的数据显示。HFRI 基金权重综合指数（FWC）自 2009 年第二季度以

来的最强季度业绩，导致投资到对冲基金的总资产在 2020 年第 2季度激增。资本流出的步伐比第

一季度明显减缓，投资到对冲基金的总资本增加到 3.177 万亿美金，创造了历史性的季度攀升

2220 亿美金。 

投资人的赎回同 2020 年第一季度的恐慌所导致的赎回相比显著降低。预计 2020 年第二季

度资本净赎回 122 亿美金，占产业总规模的 0.3%。与第 1 季度流出的 333亿美金相比，减少了近

65%，也是自 2019 年第三季度以来流出最低的季度。 

投资人因为恐慌通过轮换和再平衡资本在 2020 下半年寻找机会。所有的基金得到总的流

入是 356 亿美金，而总流出是 478 亿美金。从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流出的资金在第二

季度也放缓，大概有 94亿美金从管理规模超过 10 亿美金的基金管理公司中流出与第 1 季度，同

样规模的基金管理公司流出的 317 亿相比明显下降。 

HFRI 第二季度的业绩明显上扬，HFRIFWC 指数在该季度上涨 9.1%，而可投资的

HFRI500 基金权重综合指数上涨 8%，第 2 季度的上涨，将年度的业绩下跌缩小。HFRI500 截止 6

月上半年的年度业绩下跌 2.4%，超过同期道琼斯指数 700个基点，超过 FTSE100 指数 1400 个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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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所带来的资本增长中，第二季度领先的是股票对冲策略，HFRI 股票对冲总指数上涨

13.3%，股票对冲的资本规模增加了 955 亿美金，在季度末达到总规模 9254 亿美金，尽管其遭受

了净赎回的 45 亿美金。股票对冲的子策略中资本增长领先的是基本面价值子策略，增长了 577 亿

美金，季度末总规模达到 8469 亿美金，其中包括净资产流入的 15 亿美金。股票对冲的业绩在第

2 季度领先的 HFRI 股票对冲复合策略指数上涨了 17.1%，HFRI 股票对冲科技指数领先所有股票

对冲子策略的业绩，年度业绩达到了 10%。 

事件驱动策略在第二季度资本规模大幅上扬，HFRI 事件驱动总指数上涨 9.7%，整个资金

规模增加 759 亿美金，在季度末达到 8147 亿美金，包括了净流出的 23 亿美金。事件驱动子策略

中规模增加最多的是特殊情形子策略，增加了 345亿美金，而资本流出最多的是事件驱动复合子

策略，流出了 18 亿美金。HFRI 事件驱动活跃交易指数在第二季度业绩领先，达到 19.5%。 

投资于固收为基础的相对价值套利策略在第二季度的增长也非常显著，HFRI500 相对价值

指数该季度上涨 6.3%，该策略资本增加 522 亿美金，在季度末达到 8716亿美金，尽管遭受了净

赎出的 18 亿美金，相对价值套利的子策略中流入领先的是固收国债子策略，得到了 10 亿美金的

净流入，因为业绩带来的资本增长主要来自复合子策略的 275亿美金。相对价值套利策略中业绩

领先的是 HFRI500 相对价值：公司债指数，该指数季度上涨 11%。 

宏观策略在第二季度因为业绩带来的资本增长为 81 亿美金，尽管净赎回了 35 亿美金。整

个宏观的策略资本规模增加到 5651 亿美金，HFRI 宏观总指数第 2 季度上涨 0.8%，将年度业绩下

滑缩小到-0.9%，宏观子策略中资本增长领先的是人为决策指数，得到了 81 亿美金的净流入。但

资本流入领先的是外汇策略，得到 28 亿美金净流入。HFRI 宏观人为决策指数，在第二季度宏观

的子策略中业绩领先，上涨 5.8% 

“全球对冲基金市场在第二季度得到创记录的业绩带来的资产提升，随着业绩从第一季度

的新冠全球恐慌导致的市场底部反弹，领先的是科技，活跃交易和公司固收子策略。资产流出与

第 1 季度相比减少了近 2/3，”Kenneth J. Heinz, HFR 总裁说。“2020 年上半年的极端市场波动，

在第一季度达到最高峰，又在第二季度出现扭转，这和 2019 年市场上贝塔驱使的愿意承受风险市

场态势形成了强烈反差，同时也给一些多空的对冲基金创造了充满机会的环境。尽管资产规模在

第二季度明显上扬。2020 年的下半年该趋势将会持续，机构投资人将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对冲基

金中来应对持续的病毒不确定性，以及人权，经济和地缘经济的暗示性，以及美国大选可能带来

的社会不确定性。这些都会是下半年到年底，带来强劲的业绩的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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