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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
FICC 系列研究之一——海內外 CTA 基金的發展與現狀
本篇報告作為 FICC 系列報告的第一篇，全面系統地介紹了海內外 CTA 基金的發展和現狀，以及
CTA 策略的分類和應用。
海外 CTA 基金規模持續增長。CTA 基金作為海外十分流行的另類投資基金，其資產管理規模增長
迅猛。截至 2016 年末，CTA 基金的總管理規模已高達 3375 億美元。全球衍生品市場的飛速發展為
CTA 基金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2015 年全球交易所合約成交量為 247.8 億手，相比 2014 年增加
13.48%，為 2010 年以來最高增長率。
海外 CTA 基金業績表現。和規模同時上升的是 CTA 基金的業績，自 1979 年末至 2016 年末，
Barclay CTA 基金指數累積收益高達 28.95 倍，年化收益率為 9.59%，夏普比率為 0.37，最大回撤為
15.66%。除了穩定優異的業績表現之外， CTA 基金和其他投資品種保持著極低的相關性。Barclay
CTA 基金指數與標普 500 指數的相關係數僅為 0.01，和美國國債的相關係數也只有 0.14。
海外 CTA 基金的分類。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CTA 基金不論是投資品種還是投資方式都極為豐
富。根據交易模式的不同，將市場上的 CTA 基金分為自由式和系統式兩類，隨著電腦性能與技術
的高速發展，投資者逐漸擯棄了自由式的交易方法，紛紛使用程式化的系統式交易，其管理規模占
整個 CTA 基金行業的比重也從 2000 年初的 50%上升至 2016 年的接近 90%。根據交易的品種不同，
CTA 策略又可以分為專一型和多元化兩種。
國內 CTA 基金的發展。2010 年，CTA 基金逐步進入國內，並主要以私募基金形式存在。2012 年 12
月，國投瑞銀鴻瑞 4 號期貨套利資產管理計畫成為國內第一隻商品期貨基金專戶產品。2015 年 8 月，
國投瑞銀髮行了白銀基金，成為首只商品期貨公募基金。截至 2017 年 2 月，共有 1978 只已在基金
業協會備案的尚在存續期的 CTA 基金，發行規模總計 397.33 億元。
國內 CTA 基金業績表現。從朝陽永續對沖基金指數的歷史表現來看，管理期貨策略指數年化收益
率為 19.66%，僅次於宏觀策略的 32.70%，年化夏普比率高達 1.83，位居首位。從全市場平均表現
來看，CTA 基金每年都能獲取超過 10%的正收益，其中 2014-2015 年化收益率超過 30%。而量化
CTA 產品表現更為出色，無論是夏普比率還是最大回撤均超過 CTA 產品的平均水準，2013-2015 連
續三年取得了超過 1 的平均夏普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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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A 基金的主要交易策略。 CTA 基金的策略總體可以分為趨勢策略和套利策略兩大類，趨勢策略
包括短線日內策略和中長線日間策略，套利策略主要包括期現套利、跨期套利、跨品種套利和跨市
場套利等。基於商品期貨時間序列動量效應構建的多品種日間趨勢策略可以取得 23.58%的年化收
益率，收益風險比和 calmar 比率分別為 1.15 和 0.96。
CTA 基金在資產配臵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投資組合中加入 CTA 基金，可以降低投資組合風險，有
機會提高投資組合的收益，提供分散化的投資機會，並在各種市場環境中都能獲得收益。
風險提示：市場系統性風險、政策性風險。

海外通脹誰之過？都是油價惹的禍
近期海外主要經濟體通脹均出現較大幅度的回升，那麼通脹回升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回升能否持續？
是否會導致全球貨幣政策的變化呢？
美國：能源短期走高，通脹短升長降。油價上漲推動，通脹近期回升。近兩月美國總體 CPI 回升速
度開始加快，17 年 1 月再度跳升至 2.5%。全球油價回升推動交通類和居住類分項走高是主因。美
國 1 月 2.5%的 CPI 同比中，0.8 個百分點是能源價格貢獻的，而總體 CPI 相比去年 12 月提升的 0.4
個百分點，全部來自能源類價格回升。通脹短升長降，加息無須過急。儘管 OPEC 減產超預期，但
油價難以擺脫美國葉岩油的威脅，今年要突破 60 美元/桶還需更高條件。在油價達到 55、60、65 美
元/桶三種情形下，美國 CPI 同比在下半年有降至 1.5%以下的可能。估算 1 月核心 PCE 同比或仍在
1.7%上下徘徊，美聯儲加息決策需要更多資料支援。
歐元區：油價亦是主因，年內面臨回落。能源驅動通脹，核心依然偏低。17 年 1 月歐元區調和 CPI
同比大幅跳升至 1.8%，但核心通脹卻未有明顯改善，通脹回升主要還是體現在能源價格相關的電
力燃料和交通運輸領域。能源類在 HICP 中權重高達 9.7%，歐元區 1 月通脹同比上漲的 1.8%中，能
源項的貢獻達到了 0.8%，非能源項只貢獻了 1%。油價因素趨降，通脹或將回落。如果油價在 2017
年維持在 55 美元/桶，假定油價以外的其它消費價格保持季節性增長，17 年歐元區的 HICP 最高也
不會超過 1 月的水準，而且在下半年可能會大幅回落到 1.3%甚至更低。歐央行 1 月繼續維持利率
不變，並且認為寬鬆貨幣政策依然必要。
日本：CPI 短期轉正，通縮風險未消。CPI 年底轉正，核心項目仍負。日本通脹從去年 10 月開始轉
正，但仍在 0.3%的偏低水準，且核心 CPI 依然為負，說明漲價主要與非核心項目有關。長期問題
難解，通脹回升乏力。日本寬鬆貨幣政策增加的貨幣並未大量流入實體，長期陷入流動性陷阱，政
府債務率高企，財政空間有限，通脹改善之路依然多艱。
其它：通脹分化加劇，油價影響有限。高通脹國家整體回落。巴西、俄羅斯前期因貨幣貶值嚴重，
通脹高企，當前仍在經歷從高通脹逐步回落的過程。印度的通脹水準也比較高，但其總體通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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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食品價格主導，近期食品價格回落導致通脹也大幅下降。通脹偏低的國家反而有所回升。例如韓
國的 CPI 同比回升主要也是原油漲價導致。菲律賓、泰國主要受食品價格推動，通脹低位回升。墨
西哥受貨幣短期貶值影響通脹繼續沖高。油價雖然對其它經濟體通脹亦有推動，但影響總體有限。
綜合來看，油價短期回升、疊加低基數是本輪海外通脹短期回升的主要原因，核心通脹並無太大變
化，而隨著油價上行乏力、基數走高，未來總體通脹水準或將逐步回落。

大市導航
傳媒：傳媒板塊異動，推薦長城影視
傳媒板塊近期在異動，2016 年傳媒行情一直在跌，我們預期 2017 年形勢會變好，強週期弱消費的
趨勢也在慢慢發生改變。
推薦的傳媒板塊的標的是長城影視。
首先長城影視屬於高彈性個股，是影視製作全產業鏈公司。市值小估值低毛利率高，總市值 65 億，
年初收購的公司首映時代和德納影業，預計將於年中在證監會過會，此次收購將增強上市公司在電
影內容、後期製作及放映管道等多方位實力，公司將正式開始打開外延並購的局面。我們測算
2017 年備考利潤是 4 億多，估值在 20 倍以上。
其次現在長城影視也有一些網劇精品 IP 的儲備，有可能出爆款。17 年預計片單有《女人明白要趁
早》和聊齋主題的電影，旗下首映時代的 17 年規劃包括：偏年輕題材的小說改編作品《飛火流星》
和國內一線明星主演電影《暗暗喜歡的男孩》等，預計今年會有 1 至 2 部電影和 1 至 2 部電視劇。
公司專案穩定，作品產量高。
風險提示：大盤下跌風險。

農業：泰國食糖補貼年內取消，國際糖價再提振
2017 年 2 月 21 日，泰國農業部官員宣佈，泰國將在年底前停止糖生產補貼和國內食糖價格管控。
2015/16 榨季，根據 USDA 資料，泰國食糖產量 974 萬噸，出口 780 萬噸，占全球出口總量約 15%。
我們認為取消補貼若如實落地，會大幅降低泰國制糖行業盈利水準，減少種植戶和壓榨廠的制糖積
極性，為全球中長期食糖價格上行增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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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供需形勢向緊：國際、國內供需缺口仍存，印度新榨季或將由出口國變為進口國。農業部 2 月
供需平衡表預測，我國 2016/17 榨季食糖產量為 990 萬噸，食糖消費 1500 萬噸，進口食糖仍將作為
最重要的供應補充。根據印度官方預測，2016/17 年度印度食糖產量或將降至 2200 萬噸，印度政府
可能提升國內糖價並促使重新允許免稅進口糖。ISO 最新預計 2016/17 榨季全球食糖庫存消費比將
抵達 2010/11 年度以來最低位，國際食糖短期供需形勢趨緊。
商務部食糖貿易救濟調查持續醞釀，食糖進口稅率大概率將提高。2016 年 9 月 22 日，商務部啟動
針對食糖行業的貿易救濟調查，按照調查程式，將於 2017 年 3 月 22 日前公告調查結果，若有特殊
情況，可延後 2 個月。我們認為屆時食糖進口關稅將大概率將上調，或將大幅推高國內食糖價格中
樞。
糖價上漲利好制糖板塊，南寧糖業和中糧糖業是主要受益標的。南寧糖業是制糖業務最單純的 A
股上市標的，具備最佳價格彈性。2015 年南糖食糖產量 50 萬噸，旗下並購基金近期收購英糖在廣
西境內的 4 家糖廠，未來這部分資產也存在注入上市公司預期，注入完成後可實現整體食糖產量翻
番。中糧糖業是中糧集團旗下的糖業整合平台，自 2013 年以來對集團糖業資產進行了一系列整合。
近期，我們看到公司動作頻頻，對外收購糖廠，對內公司推出了股權激勵方案。中糧集團將公司作
為集團糖業資產的整合平臺，未來或存在中糧集團海外糖廠注入和公司冗餘資產剝離的可能，業績
釋放將更有保證。
風險提示：國內外政策面臨不確定性，食糖價格上漲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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