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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基金短期业绩的市场因子分析
周志中１，郭燕２，同志成３
（１清华大学经济学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４；２．伊利诺斯大学卉槟分校统计系．差固
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安徽夸肥２３００２７）

摘要：通常认为基金业绩爱市场风睑因子影响，因而在评价基金业绩时也使用市场风险因子舟析法，其中较为
流行的是Ｊｅｎｓｅｎ指数法，但本主健用Ｊｅｎｓｅｎ指数法时】９９９年６月至２０００年】２月的投资基金进行回归后发现

ｊｅｎｓｅｎ指数法回归结果并不显井．．本支转而使用另一神市场因子分析法——ｎｍａ＆Ｆｒｅｎｃｈ的“三因子模型”来
进行基金业绩评估，结果发现这个模型对我国基金收益率的解释能力也很低，说－蚂影响中国基金业绩的市场风
险因子不是口值、ＨＭＬ、ＳＭＬ。本文对两个模型在我国基仝评估上的失败提出了胖释，并利用Ｈｅｎ＆ｉｃｋ、Ｄａ卜
ｒｙｌｌ、Ｐａｔｅｌ、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Ｒｕｓｓ的研究站果对田归方程的结构进秆了修正，使其对基盘收益率的解释能力尢托增强。
改进之后的方程鲒构表明：影响中国基空业绩的市场因子是基盘业绩自身的持续性，部分优秀基金业绩受自身
成长－Ｊ生影响。
关键词：基金；业鲔评估；市场风险因千；Ｊｅｌｓｅｎ指教法；ＦＦ＇‘三因子模型”；收益率短期持续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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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引言
我国的基金业近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与银行
业、证券业、保险业并驾齐驱，成为我吲金融体系的
四大支柱之一。面刘我国基金业蓬勃发展的态势，
显然无论是基金管理人还是基金投资者都需要建
立一套完善的评价体系对基金的运营、ｌｋ绩进行评

价，以指导投资行为。目前国内对基金业绩评价方
法主要是将基金的资产净值收益率与指数收益率
相比较，如果发现基金的资产净值收益率高于指数
１１５［荒率则认为基金业绩优良。但该方法有两个缺
点：（１）忽略了基金收益的风险因素，因为基金收益
牢椰指数收益率是在“ｉ同风险水平下获得的；（２）

收稿Ｅｌ期：２００１－０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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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评价时间跨度一定时，起始时点和终了时点的选

系统”的处理。无风险利率从“神瓣金融”网站获

取对计算结果影响也很大，例如用这种方法对基金

得。上市公司股票帐面值从全景网络“数据频道”

６月３日至７月３日的业绩评估结果可能与６月４

中的“年报专题”获得，本文使用调整后的每股净值

日至７月４口的基金业绩评估结果完全相反。采

与该各股在一年内的平均周撤价格之比作为上市

用市场风险因子（Ｍａｒｋｅ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分析法评价

公司股票的帐面值与市值之比。上市公司股票融

基金业绩可以回避上述缺点，但同时引入新的问

资规模利用“全景网络”提供的数据算出，该值等于

题：影响中国基金业绩的是哪些市场风险因子？目

上市公司总股本与一年内的平均周报价格之乘积。

前国外比较流行的基金业绩评估方法是Ｊｅｎｓｅｎ指

基金投资组合从“全景网络”叶，的“上市公司资料”

数法（Ｊｅｎｓｅｎｌ

中获得。

ｓ

ＡＩｐｈａ）…，它建立在ＣＡＰＭ理论基

础之上，认为影响基金收益的市场风险因子唯一巾

国外非常流行的Ｊｅｎｓｅｎ指数法建立在ＣＡＰＭ

口决定。但ＣＡＰＭ理论在实证检验中也受到很多

模型纂础之上，基金业绩用基金收益率偏离证券市

挑战，Ｆａｍａ和ＦｒｅｎｃｈＥ２１针对ＣＡＰＭ理论１１ｌ的缺陷

场线（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Ｍａｒｋｅｌ．Ｌｉｎｅ）的程度来度量

提出另外一个基于市场风险因子的“三因子模型”

Ｒ口．ｒ—ｒｆ＝ａｐ＋Ｂ（尺。，￡一‘ｒ）＋￡ｐ．￡

（３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３－５ Ｊ，ＦＦ的三因子模型ｌ乜用于基

其中Ｒ。代表投资组合在￡时刻的收益率（如周收

金的业绩评估，对国外基金计算的结果比Ｊｅｎｓｅｎ

益率、月收益率、年收益率等），ｒｆ代表无风险利

指数法更为准确。然而本文的计算结果表明，

率，Ｒ。．，是￡时刻的市场收益率，风代表投资组合

ＣＡＰＭ模型和“三因子模型”对本文的短捌数据解

的系统风险，而截距“。就是Ｊｅｎｓｅｎ指数用来评价

释能力不强，说明两个模型当中的市场风险园子不

基金业绩的指数。（１）式经过变换可以得到ｎ。的

能解释中国基金的业绩。本文第三节利用基金业

表达式

（１）

绩的持续性特征对ＣＡＰＭ模型的回归结构进行了

ａｐ＝（Ｒｐ，，一ｒｆ）一伟（尺。，ｌ一。ｒ）＋８ｐ，ｆ（２）

修正，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体现了基金与指数的相关

根据ＣＡＰＭ模型，正常情况下。。应该等于０。如

关系，同时将基金业绩的持续性特征融入方程结构

果。。不等于０，那么被评估的基金剥汪券市场线

当中。回归结果显示这种方法得到的参数十分显

存在非正常偏差（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若口Ｄ＞０，

著，方程对基金收益的解释能力远远强于第二节提

表明基金战胜了市场，有超额收益，厦之则表明基

出的Ｊｅｎｓｅｎ指数法和ＦＦ的“三因子模型”。

盒被市场战胜，有超额损失。使用基金每股净值周

Ｊｅｎｓｅｎ指数法和ＦＦ的“三因子”模型

收益率作为Ｒ。；以上证指数和深征指数平均值

２

由于我国有很多新基金在１９９９年上市，本文

的周收益率作为Ｒ。．，，计算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基

对基金业绩的评价时段选取为１９９９年６月至

金的Ｊｅｎｓｅｎ指数为正，即这些基金有超额收益，战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因为这个时段只有１．５年，因此我

胜了市场。但回归结果的尺２和Ｆ统计量都太小

们仅能通过评价基金在这段期间内的业绩来寻找

（基金兴和例外），说明以ＣＡＰＭ为基础的（２）式对

影响基金短期业绩的市场风险因子，无法得到影响

基金短期超额收益的解释能力太整。

基金运营业绩的长期持续性（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ｅｌ。ｓｉｓ—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Ｆｕｎｄ）的市场风险因子。

ｔｅｎｃｅ

以ＣＡＰＭ为基础的Ｊｅｎｓｅｎ指数法对个股收益
率的解释能力受到以下限制：在市场均衡条件下，

基金的单位净值丝剥基金进行评价的重要指

以价值为权重的投资组合必须符合均值一方差有

标，在本文中作为重要的被解释变量。基金单位净

效（Ｍｅａ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也就是说：（１）以个

值数据从中国人民大学盘融信息中心主办的“东方

股收益为被解释变量对市场收益回归得到的口值

家园投资广场”网站、中围易富网以及“全景网络有

必须是唯一的市场风险因子，这样才足以解释期望

限公司”经营的“全景网络”网站获得。本文中使用

收益的均值；（２）口值的风险补偿必须是止的。根

到的解释变量有深证指数、上证指数、无风险利率、

据ＡＰＴ，条件（２）在条件（１）成立的情况下也自动

上市公司股票帐面值与市场值之比（Ｂｏｏｋ—ｔＯ－Ｍａｔ＂．

成立。问题是条件（１）过于苛刻，本文的实ｉ：ｉＦ检验

ｌｂｔｉｏ）、上市公司股票融资规模。深自Ｌ指数、上

不能支持条件（１）的假发。Ｆａｍａ和Ｆｒｅｎｃｈ［２ Ｊ发

证指数和各股每１３行情从首都在线２６３中“金融王

现：（１）如果挑出那些口与公司规模无关的股票，

国”的“数据服务”中下载，数据经过“钱龙股票分析

就会发现口值与公司在１９４１～１９９０年的平均收益

ｋｅｔ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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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中．等：影响中国基金短期业绩的市场因子分析
几乎没有任何关系；（２）口不足以解释个股的平均

释能山不足。

收益，而公司规模则很好地解释了个股之间收益的

３从基金收益特征寻找影响基金业绩的市场风险

不同；（３）股票帐面值与市值比ＢＥ／ＭＥ（Ｂｏｏｋ

ｔｏ

因子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也能很好解释个股之间收益率的差

异。据此他们提出了“三因子模型”（３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ｄ—
ｄ）ｔ５１，认为股票相对于无风险利率的超额收益Ｅ
（Ｒ，）一Ｒ，可以由三个市场风险因子来解释：（１）
股票市场相对于无风险利率的超额收益Ｅ（Ｒ。）～

Ｒ“２）小公司与大公司之间的收益差额Ｅ
（ＳＭＢ）；（３）高ＢＥ／＾４Ｅ个股与低ＢＥ／ＭＥ个股之
间的收益差额Ｅ（ＩＩＭＩ。），用公式表示如下

ＣＡＰＭ和ＦＦ的“三因子模型”对中国基金短

期业绩的解释能力不高，原因可能有：股市短期收
益受投机操纵大，周报行情收益与市场收益表现出
的相关特征不明显；政策因素对股市影响太大，股
市波动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受经济因素影响；两基
金分离条件（Ｔｗｏ—Ｆｕｎｄ Ｓｅ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在新兴市场国
家并不成立。这些问题在其他新兴金融市场的检
验当中也曾经出现过。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Ｄａｒｒｙｌｌ、Ｐａｔｅｌ

Ｅ（Ｒｉ）一ＲＩ＝ｂ，【ＥｌＲＭ）‘Ｒｊ］１一Ｅ（ＳＭＢ）＋
＾，Ｅ（ＨＭＬ）
（３）

ａｎｄ 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Ｒｕｓｓ［７ Ｊ发现基金业绩在短期（１

其中Ｅ（只Ｍ）一Ｒ厂、￡（ＳＭＢ）、￡（ＨＭ￡）是三个因

由于本文使用的基金数据只有１．５年，在基金业绩

子的期望风险补偿。三１、因子的前面的系数又称

具有持续性的情况下，本文使用的基金收益率数据

因子载荷（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巾个股的时间序列数

在短期（周报）和长期（季度）与市场收益率的关系

据根据下式进行叫归得到

都应该具有稳定的结构特征，即ＣＡＰＭ模型可写

Ｒ，．，一月，．ｒ＝＆：十ｈｉ（ＲＭ．，一Ｒｒ．ｆ）＋ｓｉＳＭＢ｝＋
（４）
ｈｉＨＭＬ，＋ＥⅢ
ＳＭＢ的算法如下：将深沪市所有个股的股票总值

～５年）的业绩具有持续性（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的特点。

成以下形式
Ｒｐ，ｏ～，‘］一’７．：ｂ．ｒ．１＝伟（Ｒｗ．［ｒｏ，１．］，，。／．【ｆｏ，７；Ｊ）＋

６ｐ儿．Ｔ１

算出，将这些个股按股票总值分成两类——“小公

（５）

ｉ＝Ｉ，２，…，，（

司”和“大公司”，最后以各股的股票总值为权重算

其中坼．ｈ，ｒ】代表投资组合从ｔｏ时划到ｌｊ时刻

出“小公司”和“大公司”在ｔ时刻的收益率，把“小

的市场收益率，ｒｆ『“，Ｔ］代表｝ｏ时刻到ｔ时刻的

公司”的收益率减去“大公司”收益率得到ＳＭＢ

无风险利率…Ｒ．ｈ川代丧￡ｏ时剿到Ｉｊ时刻的市

（Ｓｍａｌｌ ＭｉｎｕｓＢｉｇ）。ＨＭＬ的算法和ＳＭＢ类似，不

场收益率，阮代表投资组合的乐统风险，它具有长

同之处是分类标准变为Ｂ￡／ＭＥ的值。Ｆａｍａ和

期稳定的特征。式·ｐ ｚｎ取１９９９年６月９目，Ｌ

Ｆｒｅｎｃｈ认为，个股在ＨＭＬ上的因子载荷ｈ，代表

取ｔ。加上ｉ个星期得到的日期。类似Ｊｅｎｓｅｎ指数

了公司的“相对痛苦指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法，对（５）式进行回归，同样可以得到度量基金收益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Ｆａｃ—

ｔｏｒ）的大小。营业收入长期低迷的弱小企业一般

率偏离证券市场线程度的。。。经过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Ｏｒ—

有高的ＢＥ／ＭＥ以及正的因子载荷＾，，而营业收

ｃｕｒｔ法消除自相关之后，表ｌ是利用ａ。作为基金

入长期丰厚的强势企业一般有较低的ＢＥ／ＭＥ以

业绩度量的回归结果。

及负的因子载荷ｈ，；ＳＭＢ可解释公司的“规模效

结果显示，利用基金业绩的持续性特征对

应”（Ｓｉｚｅ Ｅｆｆｅｃｔ），小公司的期望收益率往往大于大

ＣＡＰＭ回归模型的结构进行修正之后，回归方程

公司的期望收益率。·ｊ Ｊｅｍｅｎ指数法类似，对基

的解释能力大大增强。绝大多数。。值和风值都

金业绩的ｔＦ估可按如下步骤操作：对（４）式进行凹

达到０．０ｔ的显著性水平，Ｆ检验也表明，方程的解

归得到ｏ，、ｂ。、５。、ｔｔ，之值，根据ＦＦ的“三因子模

释能力是很强的。但我们使用的时间序列可能存

型”，ｑ应该等Ｊ。０，因为三个因子肚及这三个因予

在非平稳序列（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如果回归方程中有

的“罔子载荷”已经完全能够解释个股的收益水平。

一个随机变量是非平稳而另一个随机变量是平稳

如果“：＞ｏ，则戒明基金战胜般市，有超额收益，反

的（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那么可能会造成虚假回归（Ｓｐｕｒｉ一

之则表明基金有超额损失。计算结果显示，利用

（ｍｓ

ＦＦ的“三崮于模型”并未使ＣＡＰＭ模型得到显著

用了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ｔ检验和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改善，说明ＦＦ的“三因子模型”中的三个市场风险

Ｄｉ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Ｆ检验对本文便州的叫问序列数据进

因子：卢、ＳＭＬ、ＨＭＬ对中国基金业绩短期业绩解

行了检验，发现指数收益率和绝大多数基金收益率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因此需要做进一步检验。分别使

·３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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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２１．Ｎｏ ２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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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拒绝“口，ｔＩ＇Ｈｑ序列为非平稳”的假设，且¨可能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基金风险收福率与市场风险收益率

单根．但使用了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Ｏｒｃｕｔｔ法来消除序列自

之间不冉满足线性关系，因为市场走强时基金得到

相关之后，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变

更高的收益，而市场走低时基金损失也比市场

成了平稳的随机变诸，因此本节所作的回归通过了

小…９。如果是第一个原因的话，基金的收益率应
废满足

ｌｔｅｇｒｅｓｓ加）的检验。

墟假回归（Ｓｐｕｒｉｏｕｓ

Ｒ／，，［ｔＯ．ｒ．１一ｒｔ．‰一］－即＋５ｐ，¨１ｊ】

表１
转盅简称
疆盘，Ｆ元

儿
０

０６９２８８—

转盎廿搿

９

１３４０５

０

韭盘同益

０

０８５９４３。’

捧金景窟

０

０５８０３ｌ。。

Ｆ’１ｂ‘

２３４８６。’
Ｕ

２
６

３５４３９’’

２（１

韭如ｍ降

０

３８０１９。’

６

拈血蚪。＃

０

５９３５８。’

｜Ｉ盘ｊｊｉ啤 一１１ ０８５９７５。’

０

４２０５８’’

０

０１０４６４

９５５９

０１３５６７

００６９

０

０３３９５ｌ

６１６。＋

１

７７１５

０

３３４５９

４４４３。＋

Ｊ

５２９７

０１４１８

Ｉ

６６４１

０

３２１５９

１

４０９２

０

７１９５３

１

８７０３

０

６６６１９
８４４６３

５９伽４—

基金同盛

０

８７２

０

３Ｉ盘鼎福

０１９８６５—

２

０４０１

０ ４４２７２

基金金泰

０ ２１７３’‘

Ｉ

８９９６

０

１

８５３

０

０６８０１９。。

越盘察和
驰盘安信

０

０

１

６２３３

０

０４９９５

ｔ

８１１４

０

０９６１９６

一０ ０２０７８３

ｌ

７０３

０

０００２２５

１

４７Ｉ

０

３０４１６

０２８９

０

０２０１６５
Ｊ４６２６

０７００６２—

一０ ２０３２８
０

；ｔ盒鸯删
垂金盘盎

５２１４２。。

０

０３４８７３’’

０２９７２ｌ’’

幂金姓前１

２

＾５１ｎ１’’

６３２５

Ｏ

１）８００５５‘’

１１４ ４７。。

８６５９

０ ８５７６４

２２３４。

８４４５

０

７２６５

０ ６１３４

２００９

０ ３６９５６

０
０

８４３７９

４７９８９＋‘

鞋盒攫＊
韭盘褚元

０

０
１

２７１２＋

４

９０５６７。。

３６

４９３’。

０４３３’‘

１９

３４５’。

２

（６）

或者
Ｒｐ．［１１１，ｔ］一ｒｆ．［ｔｏ＊ｔ］５ Ｉｉ，＋ｓｐ（Ｒｐ．［／ｆｌ，１：一Ｉ］一

·

０．¨７＂ｉ—Ｉ］，十郎，Ｉｔ旷ｔ］
ｉ＝１，２，……Ｋ

（７）

如果是第二个原因的话，基金的收益率应该满
足【９ｊ

尺ｐ．［，。．一］一７７．［ｆｎ．Ｉ］５冉．１（Ｒ”·．［·。．１ｊ】一ｒｆ．［１１１．一］）＋

０ ４６２２６

０ ２４６７５

０
０

０４５１１２

ｌｌ

０ ２４７６５’

０６４２Ｒ１＋。

ａ｝盘擐阳
基金必华

５３８５２１’

０６７８４３‘’

拈盘泓盛
ｉ《金怿ｆ阳

１

１０３ ２９。’

ｚ＝１，２，…··Ｋ

Ｒ２

１

１１３Ｉ’。
５５２９１’’

０１ ５８

４３５８‘‘

１６７５４

０

３§盘天元

ＤＷ＋ｎ，‘

岛．２（Ｒ。［１Ｕ，１ｊ］一０，［１１１，７ｊ】）２＋如．［１ｔ｝１１ｊ】
（８）

ｉ＝１，２，…，Ｋ

我们用（６）式、（７）式和（８）式分别刊这５支基金进
行回归，结果发现（７）式的Ｊ亘｜归结果最显著，解释能
力最强。回归结果如表２。

２６０３３

注：一表示回归参数在显嚣二ＢＩ：水平０ ０Ｉ上显著；。表
示回归参数在显著性水平０．０５上显著。

从回归结果看，绝大多数基金在考虑风险因素
之后都战胜了股市大盘，基金景博表现最差，而基
金景阳、基金裕隆稍逊于大市，这个结果与李玫
（２０００）的结论类似。大多数基金战胜大市的原因

表２

基金开元
基金同盘

８１２９＋’

１２】７９

２‘Ｂ８８

０

７４８１５

８０９７２。’

１３７ ０６

２１５５３

０

７６９７３

７８２８。’

８８

３６Ｉ

２

１２０８

０

６８３０６

｛】７６７５’‘

６５

６４３

２

００３

０

６２１）７

７４７

２

００２９

０ ５６４０２

０

０ ０５９１８’’

０

基金盘臻
址金蜜墒

０

Ｕ∞５７７７—

基金格阳

０

７４４９５’＋

５ｌ

亚盘兴华

０

９７８６ Ｊ’’

４６９

３Ｉ

２１５５７

０

９２５１

往：～表示回归参数在显著性水平０．０１上显著；’表
示回归参数在显著性水平０．０５上显著。

是，我国基金从新股配售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

其中Ｓ。代表了基盒的“持续性”，即基金在多大程

也说明国家对基金抱有积极扶持的态度，基金是值

度上能够保持前段时期的收益率；Ｊ。则代表了基

得投资者进行投资的。对比各基金的。。值，可发

金的“成长性”，即基金能够以多大程度创造出新的

现基金开元、基金普惠、基金同益、基金天元、基金

收摘。对照这６支基金可以发现，以成Ｋ性衡量，

｛；；＝泰、基金安信、基金裕阳、基金兴华、基金汉兴９

这６支基金的排序为：基金开元、基金同益、基金安

支基金的业绩表现骄人，是非常值得投资的基金。

信、基金裕阳、基金金泰、基金兴华。比较ａ。值，可

但我们很难对这９支基金进行排序，原因是它们中

以得到剩下３支基金——基金普惠、基金汉兴、基

间的基金升元、基金同益、基金金泰、基金安信、基

金天元的排序：基金汉兴＞基金普惠＞基金天元。

金裕阳、基金巍华６支基金Ｆ－＇Ｉ蚰结果的Ｒ２值太

由于前述的６立基金能够保持收茄率增长的同时

低，因此回归的结果不够可靠。造成这种情况可能

还能保证其增长的稳定因而其表现比剩下的３支

的原因有：（１）这６支基金的表现良好，在保持收搞

基金更为优秀。因此这９支基金合理的排序应为：

率增长的同时还保证了收益率增｝乏的稳定，因而

基金开元、基金同益、基金安信、基金裕阳、基金金

阮不够显著；（２）这６支基金有很好的预测能力

泰、基金兴华、基金汉兴、基金普惠、基金天元。

（Ｔｉｒｒｆ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能够采取低买高卖的投资策略，

从分析基金业绩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影响中

导致（５）式无法对它们的业绩进行正确评什ⅢＪ。

国基金业绩的市场风险因子主要是基金业绩的“持

·３２·

万方数据

周志中，等：影响中国基金短期业绩的市场因子分析
续性”，另外部分优秀基金的业绩也ｌ—ｊ时受到其“成

程（７）的回归结果还使我们得到６支基金的业绩排

长性”的影响。与西方金融市场不同，影响中国基

序。蜕明部分优秀的基金业绩同时也受到自身“成

金业绩的，业多的是自身的因素，摹奈所投资企业

长性”的影响。

的表现对基金业绩的影响不大。原因主要有两点：

参考文献：

（１）中国的基金不是开放式，受传统的市场风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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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Ｊｅｎｓｅｎ指数法和ＦＦ的“三因子模型”对基
金收益率的解释能力不强，原因可能有：①本文使
用的收益率为短期收益率（周收益率），而Ｊｅｎｓｅｎ
指数法和ＦＦ的“三因子模型”对长期数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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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更强；②我国股市受投机影响，短期收益率受

［５］Ｆａｍａ Ｅ

噪声干扰过大，因而难以使用传统模型对收益率进

ｓｅｔ

行解释；③“两基金分离条什”刚能在中国这样的新

５５ ８４

必巾场国家并不成立；④中同股市受政策因素影响
大，投资者选择投资对象并不完全根据收益率和风
险。这都说叫影响中国基金业绩的市场风险因子
不是传统上认为的口值、ｓ＾他、ＨＭＬ。

对基金收益率的解释能力大大增强，绝大多数系数
非常显著，这表明中国投资基金业绩确实受到短期
经营持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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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定性，是所有叫归方程解释能力最强的。对方

ＪＪ廿，如果ＷＣ，＜０表明流动贤本投资量的减少。此

ｎ３ｕ—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ｉｎｖｅｒｓｔｌｌ＿１ｅｎ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８］旧１Ⅻ１ Ｍ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ｖａｈｌａｔｉｏｎ

ｎｌｅｎｔ

Ｋ＂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ａｔ

ａｎｄ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

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１

Ｉｎ

Ｍａｔｈｅｌｌｍ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

Ａｍｓｒｅｒｄ锄：Ｎｏｒ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

１９７２

［９］Ｔｒｅｙｎｏｒ Ｊ，Ｍａｚｕｙ

Ｋ

ｍａｒｋｅｔ［Ｊ］Ｈａｒｖａｒｄ

Ｃａｎ ｍｕｌｕａ］ｆｕｎｄｓ ｏｕｌｇｕｅｓｓ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６，４４：１３１一

１３６

ＷＣ，：壹女，＾ＷＣ，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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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ｗＧ＞０表明在ｔ时驯流动资本投资量的增

Ｈｏｔ ｈａｎｄ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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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对任一时刻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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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通过对三个不同回归方程的实验，我们发
现，方程（７）较好地解释了６支基金业绩的持续性

ｏ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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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同期市场超额收益对少数基金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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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利川基金业绩的持续性特征对ＣＡＰＭ回
归模型的结构进行修改之后，我们发现新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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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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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任一时期，如果企业需要支付流动资本贷款

由于在企业开始时的流动资本现值为零，所“企业

的利息支出，那么ｔ时刻的流动资本投资ＷＣ，就

的非战略性投资为

等于流动资本的变化加上流动资本的利息支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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