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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
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絃歌鼓琴。”

孔子在各地聚徒授业，每到一处就在杏林里讲学。
休息的时候，就坐在杏坛之上。后来人们就根据
庄子的这则寓言，把“杏坛”称作孔子讲学的地方，
也泛指聚众讲学的场所。

自唐中宗开始，新科进士放榜后由朝庭组织一场
庆祝宴会，地点设在长安广植杏树的曲江公园。
又因为时值每年三月的春花烂漫之时，又名“杏
园宴”。 “杏林得意”指的就是进士及第的意思。
同时，杏花开于二月，报春最早，其时也是各地
举子赴京会试之时，故而杏花又有“及第花”的
美誉。

通过建立透明有效的因子分析机制，我们帮助中
国 A 股市场的投资者们更好地摘取 A 股市场中的
“及第花”。这些风格因子是基于长期的 Smart 
Beta 学术研究并结合 A 股市场的运行规律建立的，
已被证明是市场长期收益的系统性驱动。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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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 Smart Beta 月度报告
数据基于 2019 年 1 月 2 日 -201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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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财新锐联 A 股智能贝塔基准指数月报：基石经济指数
                                                                                    中国新动能股票指数 



在财新数据，我们联合国际领先的因子投资团队，为中国 A 股投资者提供系
统性风险因子分析和 smart beta 指数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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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的因子绩效，以及 2016 年 12 月正式发布的中
证财新锐联基石经济指数与中证财新锐联新动能指数的绩效分析。

股票空间：以 A 股流通市值排名前 300 的股票池中作为股票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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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的收益 
减去后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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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值加权平均组合的超额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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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因子表现回顾

01

因子相关性
02

进
取
型

中
性

防
御
型



2

A股 Smart Beta 月度报告（2019年1月）

风格因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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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国际国内利好信息不断，在央行持续降准输送流动性，监管机构坚
持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地方专项债提前发行等条件共同作用下，1月份，人
民币贷款增加3.23万亿元，其中票据融资增加5160亿元，金融市场流动性明显
改善。国际方面，中美贸易磋商稳步推进，美联储1月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将在
年内停止缩表计划，美日欧三大央行全面转鸽，缓解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压力，
降低了以中国市场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崩溃的可能性。截止1月31日，上证综指上
涨3.64%，沪深300上涨6.34%。

2019 年 1 月因子绩效分析
03

1月份，与市场风格转向同步，因子风格和去年年底相比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2018年四季度表现最差的经营质量因子在1月份表现最好，而在四季度表现
分列二、三位的低风险、流动性因子在1月份分别录得-1.15%和-1.23%的超额收
益，因子表现垫底。

风格因子2019年1月表现 数据截止201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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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的投资主题是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高质量因子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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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表现
（2018.05.02-2019.01.31)

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 沪深300指数 

截止 1 月
31 日

高质量动态
因子策略

沪深 300 
指数 超额收益

过去 1 个月 6.17% 6.34% -0.17%

过去 3 个月 4.09% 1.51% 2.58%

今年以来 6.17% 6.34% -0.17%

创立以来 
（年化）*

-10.01% -20.77% 10.76%

净值走势（2018年5月1日设立以来）：

数据来源：财新智能贝塔、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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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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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动态多因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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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初的因子调整中，我们增加了高质量因子暴露，经营质量、会计质量和投资质量
三个质量类因子成为主要正向因子，减少了价值类防御因子的暴露。这主要基于我
们对宏观风险指标的判断，民营经济和民营上市企业暴露出来的融资难、质押爆仓
等问题，在12月出现了明显的政策支持和环境的边际改善，这符合高质量策略一直
以来对于民营企业和消费、科技行业的偏好，我们在1月调仓中降低了低波动和估
值因子的暴露。同时保持了行为中性因子，希望通过陆股通的持续流入来继续跟踪
机构行为带来的投资行为偏差。

策略在一月份获得了与沪深300指数相当的收益（跑输0.1%），质量因子和动量因
子继续获得正超额回报， 但是策略偏小的市值带来了负阿尔法，为了管理回撤而配
置的低波动因子也拖累了上涨市场环境中的策略表现。

2月的市场趋势边际上比1月更加乐观，相关性指标也指向市场资金更加活跃。虽然
有贸易战的搅动因素，新经济行业的优质企业在目前合理的估值水平上，已经有比
大盘价值股更大的投资回报潜力，2月我们继续保持对质量因子的主要暴露，减少
低波动等防御性因子暴露。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002714.SZ 牧原股份 002050.SZ 三花智控

601231.SH 环旭电子 000418.SZ 小天鹅 A

002081.SZ 金螳螂 000423.SZ 东阿阿胶

600066.SH 宇通客车 603589.SH 口子窖

000568.SZ 泸州老窖 000786.SZ 北新建材

600436.SH 片仔癀 601158.SH 重庆水务

600809.SH 山西汾酒 600398.SH 海澜之家

000596.SZ 古井贡酒 600406.SH 国电南瑞

000625.SZ 长安汽车 603899.SH 晨光文具

002311.SZ 海大集团 600688.SH 上海石化

策略特征
01

2 月高质量动态策略前 20 大权重股票名单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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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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个风格因子的 55 个独立指标的收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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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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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A股智能指数系列由财新智库与锐联财智（Rayliant）共同研究开发，并由 
Smart Beta 创始人 Jason Hsu 许仲翔博士担任首席指数设计师。除了抓住中国
经济增长的机遇外, 对指数组合的构建方法采用智能贝塔因子(Smart Beta)的
构建方法，纳入经济学理论验证和投资实践认可的长期系统性风险因子并且考
虑投资容量，流动性和换手率等交易成本问题。

A股智能指数的设计目标是获取多类 Smart Beta 因子风险暴露，反映多因子在
A股市场的平均表现，长期来看可以为投资者带来超过市值加权指数的收益。

A股智能指数由财新锐联指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策略研究服务并授权中证指数
公司计算，于2016年12月23日正式发布。

a）指数不是投资产品，投资者不可以直接投资指数，概不能保证指数在任何时
候都将跑赢市场，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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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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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股智能指数相关ETF基金产品：中国基石经济ETF（港交所主板2803HK）及
中国新经济ETF（港交所主板3173HK），由香港基金管理公司 Premia Partners 
Company Limited 发行并管理。

财新智能贝塔指数——A 股智能贝塔投资系列基准指数
01

中证财新锐联基石经济指数选取国际各市场长期有超额收益的 Smart Beta 
因子，包括规模、价值、质量、低风险四类因子，进行综合评分，以因子表现最好
的300只大市值股票作为成分股，并依据公司规模进行相应权重分配，是A股
Smart Beta 策略投资的宽基基准指数。

基石经济指数（价格指数：930927.CSI，全收益指数：H20927.CSI）

02

附 3: 财新锐联 A 股智能贝塔基准指数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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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表现及风险特征

指数绩效回顾

2019年首月，A股迎来开门红。在年初央行降准、QFII额度增加、中美贸易摩擦暂
缓等多重利好因素驱动下，市场风险偏好有所提升，白马龙头行情再现。

采用多因子风险暴露，倾向于持有低估值、高盈利、低债务水平等优质公司的基
石指数本月报收于9789.94点，录得3.61%的正收益，落后于同是蓝筹股构成的
沪深300指数（6.34%），领先于由中小型股构成的中证500指数（0.20%）。盈利能
力稳定、股息率较高的金融板块和非日常生活消费品板块为本月基石指数上涨
的主要动力。

中证财新锐联新动能指数是一个新经济行业主题指数，采用了财务质量因子进
行选股，旨在选取新经济领域财务稳健的300家上市公司，是长期投资A股新经
济行业的基准指数。

中国新动能股票指数 （价格指数：930928.CSI，全收益指数：H20928.CSI）

03

收益表现及风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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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绩效回顾

虽然市场整体局势向好，但受到资产减值因素的严重拖累，1月份中小创业绩普
遍下滑。板块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暴露于财务质量因子，聚焦于高新科技、消费
升级等新经济领域的新动能指数逆势上扬，报收于1407.61点，录得2.78%的正
收益，领先于市值类似的中证500指数（0.20%）以及行业类似的创业板综合指数

（-2.78%）。非日常生活消费品板块为本月新动能指数上涨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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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智库（深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新智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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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智库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无论其为侵权、违约或其他责任）。

财新智库并未就数据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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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智
库概不承担责任（无论其为侵权、违约或其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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