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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繁花尽落，果实成熟之际，紫薇花适时开放了，
以大片灿烂的紫色弥补爱花人的遗憾。紫色一向
被视为尊贵、高贵的象征。紫薇花除了它美丽的
颜色，还以花期长而深受人们喜爱，宋人杨万里
因而有诗赞曰：“似痴如醉丽还佳，露压风欺分
外斜。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

我们对 A 股上市公司的中长期发展前景坚定乐观，
并看好具备高质量发展特征的上市公司会在未来
长期跑赢。A 股市场 7 月受二季度经济数据表现
疲软和科创板资金分流效应的共同影响，回落后
呈窄幅震荡走势。8 月初美方再度挑起贸易摩擦，
市场情绪急转而下，上证综指进一步向下探底。
后续我们将继续关注经济基本面数据变化、国家
结构性改革与金融市场开放进度和外部金融风险
事件，密切跟踪 A 股市场走势的变化和转机。

通过建立透明有效的因子分析机制，我们的长期
目标是基于坚实的因子分析和行为金融理论，将
国际领先的量化分析与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本地
洞察相结合，帮助 A 股投资者获得长期超额收益。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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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因子数据分析

A 股 Smart Beta 月度报告
数据基于 2019 年 7 月 1 日 -2019 年 7 月 31 日

1、10 个风格因子的 55 个独立指标的收益表现
2、风格因子定义



我们筛选并关注十组已被理论研究和投资实践采用的风格因子，并以此搭建
了 A 股市场的因子模型，这十类因子包括了财务、交易及行为偏好的有效信
息。

我们分析了 A 股 2019 年 7 月的风格因子的短期表现，以及因子过去 12 个
月的累计绩效和相关性分析。

股票空间：以 A 股流通市值排名前 300 的股票池作为股票空间，它们覆盖了
A 股市场 64% 的可投资市值并且是机构投资者持仓的主要标的。

在每月月初，我们用排序后的股票构建投资组合计算指标收益， 
每个指标的收益是用因子指标排名前 33% 的股票 
减去后 33% 的股票的相对收益。

智能贝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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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相对收益率为多空组合的对数绝对收益率

我们将中国A股市场的因子分为三个大类，分别是成长类（进取型）因子、行为类
（中性）因子和价值类（防御型）因子。长期来看，这些因子在A股都能取得高于

市值加权型组合的超额收益，所以也被称为智能贝塔因子。

因子指标分类框架

进取型因子：金融风险、经营质量、创新研发

中性因子：外部融资、动量、流动性（低）

防御型因子：估值、投资质量、会计质量、低风险

然而A股市场风格多变，受金融环境、参与者、投资工具的影响，A股市场的投资
风格往往只持续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一味坚持单个因子风格可能会带来难以预
料的风险和回撤，通过有效的多因子Smart Beta策略能够顺应市场风格变化，
达到更高的收益风险比。

在市场风险情绪乐观（Risk on），流动性边际改善的时候，进取型因子
往往能够取得最大的超额收益；

在市场避险情绪高涨（Risk off），流动性逐步变差的时候，防御型因子
往往能够取得较为优秀的收益；

中性因子通过捕捉市场上各类投资者的行为偏差获利，几乎不受市场风
格影响，只要市场上的散户和机构仍然表现出类似的行为特征，那么在
不同的宏观市场环境中，行为因子都能够取得绝对收益。

2019 年 7 月因子表现回顾

01

因子相关性
02

进
取
型

中
性

防
御
型

风格因子相关性矩阵（数据基于 2018.07.31 至 2019.07.31）

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

经营质量 0.81 经营质量

创新研发 0.43 0.35 创新研发

外部融资 0.11 0.17 -0.07 外部融资

动量 -0.26 -0.29 -0.15 0.04 动量

流动性 -0.62 -0.61 -0.09 -0.03 0.16 流动性

会计质量 -0.35 -0.25 -0.27 0.42 0.07 0.32 会计质量

投资质量 -0.56 -0.72 -0.45 0.22 0.15 0.53 0.55 投资质量

低风险 -0.77 -0.70 -0.59 0.16 0.21 0.66 0.49 0.75 低风险

估值 -0.86 -0.65 -0.51 0.12 0.24 0.60 0.54 0.60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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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因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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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季度经济数据整体回落，虽有6月数据短暂反弹，但持
续性备受市场怀疑，下半年经济受内外需疲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预期因素
影响，下行压力仍在。7月下旬科创板鸣锣开盘，分流效应明显，吸引大批资金关
注。8月伊始，中美贸易局势再度拉紧，8月1日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8月5
日美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带动全球股市波动加剧。

上证综指7月震荡下跌1.56%。本月经营质量因子表现最优，录得所有因子中最
高的0.34%的相对收益，进取型因子表现优于中性因子和防御型因子。

2019 年 7 月风格因子绩效分析
03

风格因子2019年7月表现                                 
（数据截至2019.07.31）

7月 过去12个月收益
夏普比率    

（过去12个月）
波动率         

（过去12个月）

金融风险 -0.08% 0.05% -0.20 7.19%
经营质量 0.34% -6.26% -0.70 11.07%
创新研发 0.09% -3.28% -0.90 5.30%
外部融资 -0.08% 2.00% 0.25 2.02%

动量 -0.82% 0.41% -0.22 4.88%
流动性 -0.89% 2.24% 0.12 6.03%

会计质量 -0.17% 4.23% 0.69 3.98%
投资质量 -0.47% 5.91% 0.86 5.13%
低风险 -0.21% 5.54% 0.34 11.95%
估值 -0.84% 3.22% 0.17 10.00%

进
取
型

中
性

防
御
型

全球降息周期启动，中美贸易局势再度紧张 

7月18日，韩国、南非、印尼、乌克兰四个国家在一天之内先后宣布降息。7月31
日，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鲍威尔表示，降息是经济周期中期的调整，并非
长期降息周期的开始。但随后澄清，称降息不一定是一次性的事件，显示了美联
储今年再次降息的可能性。在美联储降息四小时内，已有巴西、阿联酋、巴林和
沙特等四国跟随降息，全球降息潮起。紧随降息消息，特朗普宣布将于9月1日对
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标普500由降息带动的上涨转
为下跌，市场恐慌情绪急剧升高，全球股市震荡加剧。

经济数据整体不佳，房地产融资再调控

7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录得49.9，高于6月0.5个百分点，仍处于荣枯分界线以
下，同时7月财新中国服务业PMI降至51.6，为近五个月新低，在制造业景气回
升的带动下，中国经济表现略有改善，但可持续性仍待观察。企业投资意愿偏弱
与居民需求不足的情况并存，实体经济仍存下行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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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CPI同比上涨2.8%，为2018年3月以来最高；PPI同比下降
0.3%，2016年9月以来首次同比负增长，通胀与通缩担心并存，再加上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破7，央行政策空间受到挤压。7月银保监会信托部约谈警示了十家信
托公司，要求控制房地产信托业务规模和增速。年中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不将
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展示了我国政府的政策定力。

MSCI二次扩容落地，扩大开放有望提升A股对外资吸引力

7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11条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当前A股估值整
体处于较低区间，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有望提升A股对外资的吸引力。7月陆股
通净流入超162亿，与6月相比大幅回落。8月MSCI如期宣布A股第二步扩容计
划：260只现有的中国大盘股纳入因子将从10％提升至15％，此外8只中国A股将
以15％的纳入因子加入。紧随其后的富时罗素指数、标普道琼斯指数的生效扩
容以及纳入A股计划都显示外资流入A股规模逐步提升是大势所驱。个股相关性
指标（Correlation）7月至8月上旬持续在低位运行，显示市场行情分化，短时间
内难以走出强势行情，预计在弱势修复趋势中，以高经营质量、高投资质量等为
核心的质量因子，仍然会在8月份表现优异。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进入一个长期的动态博弈的过程，经过一年多的反反复复，
投资者对中美之间博弈的认识愈加深入，对情绪面的影响逐渐减弱。但资产价
格对企业基本面的影响仍未全面反映，未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入，出口链
企业受到的影响将逐步显现。近期，房地产融资渠道收紧，年中政治局会议再次
强调“房住不炒”，政策的收紧将影响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使三季度经济承压。

中美贸易摩擦是压力也是动力，国内对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支持
力度也越来越强，在此过程中，拥有持续稳定盈利能力和健康安全财务杠杆的
各行业龙头企业将脱颖而出。长期来看，货币政策支持适度宽松，市场结构化改
革持续推进，将进一步提振投资者信心、提高市场效率，推动经济健康向上发
展，帮助股市由“牛短熊长”逐步向“长期慢牛”转变。

个股相关性指标（Correlation）变化趋势（（2019.02.01-2019.08.08）)

流通市值前300股票收益的月度平均相关性

数据来源Data Source：财新Caixin，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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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的投资主题是中国A股高质量因子组合，设计目标是立足于
智能贝塔的因子分析原理，系统性地捕捉A股市场的长期收益来源，运用中国本地
化的风险因子指标，动态调整大类因子风险暴露，控制组合风险。

净值走势（2018年5月1日设立以来）：

*创立日期2018年5月1日

**策略不是投资产品，投资者不可以直接投资于策略表现，概不能保证策略在任何时候都将跑赢市
场，非市值加权可能会跑输市值加权指数或其他基准，甚至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由于策略设计
方法偏重特定的因子暴露，可能会非有意地导致投资组合集中于某些特定行业。

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

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表现 （2018.05.02-2019.08.01)
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 沪深300指数 

数据来源Data Source：财新Caixin，Wind

数据来源Data Source: 财新Caixin， Wind *收益率以开盘价计算

截至 2019 年 8 月 1 日   
August 1st, 2019

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
 Quality Leaders

沪深 300
SHSZ300 +/—

1M -2.02% -2.05% 0.03%

3M 4.57% 1.17% 3.40%

6M 26.08% 18.40% 7.68%

1Y 13.84% 8.20% 5.64%

YTD 34.42% 26.59% 7.83%

年化收益（2018.5 以来） 11.93% 1.05% 10.88%

夏普比率（过去 12 个月） 0.50 0.28 0.22 

波动率（过去 12 个月） 24.56% 23.70% 0.87%

投资空间：以沪深市场流通市值前 300 为股票池，策略有着与沪深 300 类
似的市值规模和平均投资容量。

股票和权重集中度：高质量因子策略由 80 只左右的股票构成，为了足够的
分散度，权重前十大股票总权重不超过 25%。

波动特征：通过低风险因子管理波动风险，目标是达到比沪深 300 更低的
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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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的因子调整中，我们继续保持了质量因子和金融风险因子的暴露，但由于小
市值因子的拖累，七月高质量多因子策略小幅下跌2.02%，单月跑赢沪深300指数
0.03%.

截至8月1日，策略组合比沪深300拥有更高的流动比率，同时保持合理的股息率、市
盈率、价格/现金流量和市净率，这符合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市场震荡整理阶段，
代表具有良好的财务质量和盈利能力的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因子表现优异，是市场
波动、投资者回归理性的过程中最为合意的避风港。（参考我们的研究报告：《A股牛
熊启示录——Smart Beta多因子分析》）

去年5月初推出高质量多因子策略以来，通过对于市值因子、质量因子、低风险因子
等A股长期有效的系统性回报因子的暴露，高质量多因子策略通过每月初调仓，动
态暴露于稳定的多因子收益来源，取得了11.93%的年化收益，大幅战胜同期市值
单因子的沪深300价格收益达到年化10.88%，同时一年历史波动率24.56%，与沪深
300指数相当。

策略特征
01

截至 2019 年 8 月 1 日  
August 1st, 2019

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
 Quality Leaders

沪深 300
SHSZ300 +/—

股息率 Dividend Ratio（%）  2.11  2.44  (0.33)

市盈率 (P/E)  17.91  13.23  4.68 

价格 / 现金流量 (P/CF)  16.83  6.61  10.22 

市净率 (P/B)  3.68  1.54  2.14 

流动比率 (Liquidity Ratio)  1.55  1.24  0.32 

数据来源Data source：Bloomberg

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表现分析
02

http://index.caixin.com/2019-05-23/101419077.html
http://index.caixin.com/2019-05-23/1014190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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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002001.SZ 新和成 603866.SH 桃李面包

002007.SZ 华兰生物 000596.SZ 古井贡酒

000661.SZ 长春高新 600009.SH 上海机场

600161.SH 天坛生物 601100.SH 恒立液压

300347.SZ 泰格医药 603899.SH 晨光文具

300015.SZ 爱尔眼科 300124.SZ 汇川技术

600867.SH 通化东宝 002032.SZ 苏泊尔

300142.SZ 沃森生物 300144.SZ 宋城演艺

600763.SH 通策医疗 002179.SZ 中航光电

002294.SZ 信立泰 300408.SZ 三环集团

8 月高质量动态策略前 20 大权重股票名单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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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质量

金融风险

流动性

投资质量

外部融资

低风险

动量

经营质量

创新研发

估值

附 1: 细分 55 个指标，详细展示 10 个因子 2019 年 7 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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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定义 超额收益来源

会计质量

当会计事项有不同的处理方
法可供选择时 , 尽可能选择更
为严格的方法 , 不得少计负债
及费用，多计资产或收益。

因子原理是会计计量健康、保守的公司相比计量夸大、激进的公司
表现更好，超额收益来源于普通投资者只关注企业的总收入高低，
而聪明的投资者则仔细分析各个分项信息。

金融风险
企业可能丧失偿债能力的风
险及股东收益的不确定性。

原理是偿债能力好、财务健康的公司相比偿债能力差的公司表现更好。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水平紧密相连，金融风险因子和经营质量因
子有强正相关关系。

流动性
股票在市场中快速按照公允
价格交易变现的难易程度。

在经济增速放缓和投资者风险厌恶增加时，投资者对频繁交易、换
手率高的股票的热情降低。

投资质量
衡量企业投资能力和资本实
际投资活动的水平。

相比于低投资企业，投资者对高投资企业的成长期望一般过大，很
有可能高估对方股价，即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行为反应过度。

外部融资
衡量企业股权外部融资活动
的变化情况。

体现了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投资者对企业盲目增发股票，导致
股票价格变动的风险厌恶。

低风险
波动率、贝塔值、半方差较
低的股票。

大部分因子都被投资者用来提高资产组合的收益，低风险因子的构
建原理是为了降低组合的风险。
原理是散户投资者的行为偏差导致他们频繁买卖“明星股”，这些
股票的高波动性会导致后期收益不佳，而价格波动较低的股票往往
伴随着较为稳定的收益和较低的风险，在市场下行时，该因子往往
表现较好。

动量
延续过往高收益或低收益趋
势的股票。

动量效应是指股票未来表现与其过去的表现有一定的相关性，股票
的价格有延续原来运行方向的趋势，因此股票收益可以根据该股过
去的收益进行预测。
动量效应主要是因投资者对新消息反应不足造成的。

经营质量
企业财务健康（尤其是资产
负债表稳健），盈利能力强，
并拥有可持续的竞争力。

从风险角度解释，持续稳定盈利是企业增长源动力，但是高盈利的
企业和行业也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此外，投资者的投机心理使其容
易追逐热点题材股而非真正识别财务健康，盈利能力佳的股票，导
致此类股票产生超额收益。

创新研发
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对程度，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未来
创造价值的能力。

投资者往往给予创新研发投入高的企业更高的期待，但当企业实际
发展情况达不到预期时，就会带来股价波动的风险。

估值
估值偏低的股票长期表现优
于估值偏高的股票。

投资者容易追涨杀跌，在市场向好时，投资者往往过度关注股票价
格增长，而忽略其内在价值，当市场转向时，股票价格低于其基本
面价值的股票会受到追捧。主要原因是人们往往对负面消息反应过
度，导致相关股票发生超卖，从而使低估值股票的内在价值和价格
发生背离，为价值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机会。

附 2: 风格因子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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