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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中有“五沃之土，其木宜杏”，《山海
经》中也有“灵山之下，其木多杏”的记载，不
同于梅兰竹菊的矜持雅致，杏花以活泼奔放之态，
带来蓬勃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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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跑赢市场。新冠疫情冲击结束 A 股跨年行情，
1 月市场先涨后跌，沪深 300 指数 1 月下跌 2.26%，
上证综指 1 月收盘下跌 2.41%。后续我们将继续
关注经济基本面数据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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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是基于扎实的智能因子分析和行为金融理论，
将国际领先的量化分析与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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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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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经济数据开年向好，美元强势

美国1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远高于预期，欧元区、德国和法国1月制造业PMI终值
均有一定程度的回升，经济数据显示美欧经济向好。然而，1月下旬新冠疫情爆
发并影响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根据渣打银行的测算，当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约为38%，远超2003年SARS疫情爆发时的约23%，新冠疫情这一“黑天
鹅事件”对全球经济增速的影响尚难以量化。2020年开年以来，美元指数迅速走
强，截止2月第二周，以DXY衡量的美元指数已升值3.5%。

中国经济企稳势头遇阻，流动性充裕助推A股反弹，基本面压力仍存

2月3日公布的1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51.1，下滑0.4个
百分点，为近五个月最低。2月5日公布的1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

（服务业PMI）录得51.8，降低0.7个百分点，为2019年11月以来最低。财新中国
PMI数据在1月22日前收集，未能充分反映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扩张速度连续
第二个月放缓，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压力，企稳势头恐将难以延续。

为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2月3日和2月4日央行投放流动性累计达1.7万
亿元。央行副行长潘功胜2月7日表示，市场预期下次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的中标
利率和2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有较大概率下行。为加快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使用，发挥其促投资、稳增长和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积极作
用，继2019年11月底提前下达1万亿元专项债额度后，财政部近期再次下达新增
专项债额度2900亿元，达到法定授权范围的上限。

后市展望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突然袭来，2020年开年的中国经济将会延续2019年底以来
的企稳态势。然而，1月下旬陡然爆发并扩散至全球的新冠疫情，打断了这一势
头。

需求方面，随着防控措施的升级，原本处于春节旺季的服务业需求骤降，部分服
务业所受损失在居民消费活动恢复正常后也难以得到弥补。供应方面，制造业
和建筑业的延迟复工和复工难问题将对中国乃至全球的产业链产生冲击。中小
企业在此次疫情中损失严重，若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影响就业，恐将对经济产生
二次冲击。

宏观因子评论
对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货币政策、资本流动等四个宏观因子的趋势判断和分析



2

A股 Smart Beta 月度报告（2020年1月）

2月3日开市第一天，春节长假累积的负面情绪集中释放，千股跌停，上证综指收
盘下跌7.72%。2月4日开始，A股市场迅速强势反弹，连续拉出七根阳线。这也显
示了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巨大，但中长期来看，疫情平息之后，被遏制的需求
反弹，季度GDP增速会出现V型反弹，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不改的信
心坚定。

展望2月，境内金融市场流动性水平有望维持较为充裕水平。跨境资本流动的主
要驱动因子中美利差有所下滑，人民币汇率小幅走弱，而广义美元有效汇率的
同比增速有所上升，预计外资增持国内债券总体力度将小于去年，风险偏好恶
化下陆股通的资金流入预计将继续体现疫情对风险偏好和基本面预期的影响
而进一步下降。中长期来看，国内金融市场中高收益率投资标的的匮乏和全球
金融市场中A股高性价比仍在，我们对A股市场的中长期投资前景坚定乐观。



3

A股 Smart Beta 月度报告（2020年1月）

智能贝塔分析
01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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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交易特征及投资者行为偏
好的有效信息。

我们分析了智能因子在2020年1月的区间表现，以及各因子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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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更新后的股票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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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票等权组合减去后33%的股票等权组合的
相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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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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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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表现回顾（所用相对收益率为多空组合的对数绝对收益率）

03

类别 因子 指标

成长

金融风险

长期负债净资产比

偿债备付率

长期负债比率

经营质量

总资产毛利润率

净资产税前利润率

营运质量

去除存货收入增长

净经营资产收入率

ROA

ROE

净经营资产利润率

创新研发

研发费用市值比

研发费用收入比

研发费用资产比

行为

外部融资

净外部融资

净股票发行

动量

60天动量

120 天动量

流动性

平均成交量

市值

类别 因子 指标

价值

估值

总资产市值比

账面市值比

盈利收益率

五年期盈利收益率

五年期收入市值比

收入市值比

股息率

五年平均股息率

投资质量

异常资本支出

净资产增长率

存货增长率

债务增长率

会计质量

未实现现金流总资产比

经营营运资本总资产比

经营营运资本净利润比

低风险

残差方差

半方差

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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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Beta 因子绩效分析
04

风格因子2020年1月表现                                 
（数据截至2020.1.3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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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12.11% 1.32 8.03%

经营质量 3.48% 13.29% 1.31 8.99%

创新研发 12.23% 14.15% 1.27 10.01%

外部融资 4.83% 11.64% 1.81 5.60%

动量 4.69% 7.92% 0.59 10.95%

流动性 -1.17% -0.24% -0.27 6.41%

会计质量 -1.08% -3.17% -1.04 4.48%

投资质量 -4.65% -12.35% -2.70 5.12%

低风险 -9.93% -30.27% -2.39 13.30%

估值 -8.87% -25.01% -2.47 10.72%

进
取
型

中
性

防
御
型

本月创新研发因子表现最优，录得 12.23% 的相对收益。 低风险因子和
估值因子表现不佳，分别录得 -9.93% 和 -8.87% 的相对收益。

进取型因子和中性因子的表现明显优于防御型因子。



7

A股 Smart Beta 月度报告（2020年1月）

因子相关性
05

进
取
型

中
性

防
御
型

风格因子相关性矩阵（数据基于 2019.1.31 至 2020.1.31）

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

经营质量 0.85 经营质量

创新研发 0.45 0.32 创新研发

外部融资 0.80 0.60 0.67 外部融资

动量 0.30 0.15 0.22 0.51 动量

流动性 -0.22 -0.35 0.29 0.09 -0.04 流动性

会计质量 -0.24 -0.28 -0.05 -0.22 -0.09 0.07 会计质量

投资质量 -0.62 -0.72 -0.52 -0.62 -0.31 0.12 0.33 投资质量

低风险 -0.41 -0.29 -0.60 -0.70 -0.54 -0.05 0.31 0.56 低风险

估值 -0.66 -0.46 -0.62 -0.87 -0.61 -0.04 0.26 0.58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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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因子与 Smart Beta 因子择时
06

我们能够从直观逻辑出发得到经济增速或通胀会对股票或债券市场会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然而基本面因子、估值因子或是行为因子呢？变量主要与宏观经济
活动有关，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已经有若干试图将因子溢价与宏观经济模
型联系起来的尝试。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相关研究资料较少，例如因子与宏
观经济如何相互作用？宏观经济会如何影响因子？同时由于不同的因子彼此之
间的弱相关甚至可能是负相关的，它们面对的风险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海 外 市 场 的 相 关 研 究 给 我 们 提 供 了 一 定 的 借 鉴，一 些 研 究 者（A s n e s s， 
Moskowitz和Pedersen（2013）以及Baker和Wurgler（2008））认为，美国市场的
价值因子收益与流动性风险, 情绪指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当流动性风险
更高、情绪高涨或经济放缓时价值因子收益会更高。当非流动性风险较高和情
绪高涨时，防御因子的收益更高，动量因子与经济增速放缓指标负相关。另外，
研究者也对预期的经济变量对因子溢价的预测能力展开研究。

我们试图通过从中国当期所有可得的宏观经济活动指标数据中筛选分析，构建
了中国经济活动指标（Economic Activity Indicator），以期捕捉短期数据趋势。
同时，我们对金融变量，构造了融资条件指标（Financial Conditions Indicator）
，以此对因子表现进行前瞻判断。

我们所采用的经济变量指标的发布频率都不低于月度，充分考虑了不同数据公
布时间后，我们在每个月末以已公布的最新数据计算经济活动和融资条件指
标，判断下一个月的周期状态，并以此为依据调整动态多因子在高质量多因子
组合中的权重暴露。

借鉴海外的宏观因子择时周期划分，我们也以融资条件和经济活动两个指标的
不同状态组合将周期分为四段：

期信号
资 件指标

(Financial Conditions Indicator,FCI)
济活 指标

(Economic Activity Indicator,EAI)

缩 资 件紧缩 济活 景气

复苏 资 件宽 济活 景气

荣 资 件宽 济活 景气高

放缓 资 件紧缩 济活 景气高

数据来源Data Source：财新Ca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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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60个月历史周期信号及我们对2020年2月的周期状态预测：

过去60个月，中国的因子周期和对应的因子平均收益如下:

1 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月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过去 5年 月份数
沪深 300 指数

月均回报

高质量因子

月均阿尔法

低估值因子

月均阿尔法

低波动因子

月均阿尔法

小市值因子

月均阿尔法

收缩 24 -1.48% 0.37% 0.73% 1.57% -0.10%

复苏 10 4.16% 1.35% -3.48% -3.40% 1.17%

繁荣 15 0.60% 0.77% 0.64% 0.72% -1.40%

放缓 11 0.45% 1.08% 1.42% 2.06% -1.32%

总回报 60 20.04% 45.78% 7.94% 37.16% -26.20%

*2020年2月为预测。
数据来源Data Source：财新Caixin

数据来源Data Source：财新Ca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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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相关性指标
07

北上资金1月全月净流入约397亿元，主要流入信息技术、非日常生活消费品和
医疗保健等板块。个股相关性指标（Correlation）在春节后首个交易日2月3日创
下2019年2月以来的最高点（0.6159），随后指标持续在高位运行，行情集中度
显著提升。

个股相关性指标（Correlation）变化趋势（2019.02.01-2020.02.11)

市值前300股票的20个交易日历史平均相关性

数据来源Data Source：财新数据Caixi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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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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02-20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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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3 日  
February 3rd,2020

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
 Quality Leaders

沪深 300
SHSZ300 +/—

1M -8.98% -11.68% 2.70%

3M -1.62% -6.28% 4.66%

6M 4.51% -4.70% 9.21%

1Y 31.77% 12.84% 18.93%

YTD -8.98% -11.68% 2.70%

年化收益（2018.5 以来） 11.08% -1.98% 13.06%

夏普比率（过去 12 个月） 1.34 0.51 0.82 

波动率（过去 12 个月） 22.63% 22.09%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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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特征
01

截至 2020 年 2 月 3 日  
February 3rd,2020

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
 Quality Leaders

沪深 300
SHSZ300 +/—

股息率 Dividend Ratio（%）  1.83  2.48  (0.65)

市盈率 (P/E)  19.14  12.30  6.84 

价格 / 现金流量 (P/CF)  15.18  7.57  7.61 

市净率 (P/B)  3.62  1.50  2.12 

流动比率 (Liquidity Ratio)  1.56  1.24  0.32 

数据来源Data source：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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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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经营质量因子的良好表现，1月高质量多因子策略单月跑赢沪深300指数
2.7%。2月初，我们将动态保持因子在组合的暴露，力争在变化的市场中帮助投
资者获取长期稳定的超额收益。

截至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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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们将推出质量
因子的专项报告，深入分析质量因子的研究理论、收益来源、历史表现和因子特
性。

在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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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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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同时一年历史波动
率22.63%，与沪深300指数相当。

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表现分析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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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000333.SZ 美的集团 600741.SH 华域汽车

002027.SZ 分众传媒 002304.SZ 洋河股份

603899.SH 晨光文具 002415.SZ 海康威视

600519.SH 贵州茅台 600660.SH 福耀玻璃

000786.SZ 北新建材 600436.SH 片仔癀

000651.SZ 格力电器 600036.SH 招商银行

300408.SZ 三环集团 601888.SH 中国国旅

300015.SZ 爱尔眼科 603288.SH 海天味业

600809.SH 山西汾酒 002032.SZ 苏泊尔

600276.SH 恒瑞医药 600585.SH 海螺水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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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个指标，详细展示 10 个因子 2020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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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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伟佳
电话：13564580486
邮箱：weijiaruan@caixin.com

获取更多信息，敬请联络：

财新智能贝塔专注系统性Smart Beta因子数据分析，同时财新和锐联财智联合推出一系列财新锐联智能投
资指数，为广大机构投资者提供优质的指数投资工具。

关于我们

财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财新数据”)将本着专业、负责的态度，努力确保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但并不对此予以担保。本
文件不构成投资建议,不是购买或销售的要约,亦不作为您投资判断、参考的决策依据。任何人因该等数据不准确、缺失或因依赖
其任何内容而造成的任何损失和损害，财新数据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无论其为侵权、违约或其他责任）。

财新数据并未就数据及/或本文件中的任何信息做出过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声明或保证，包括对其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特定目
的的适用性、安全性及非侵权等的保证。任何人因上述信息不准确、缺失或因依赖其任何内容而造成的任何损失和损害，财新数
据概不承担责任（无论其为侵权、违约或其他责任）。

免责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