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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私募来抄大底了？

世界头号对冲基金
桥水基金进军境内私募

事件回放

李女士今年51岁，1月前洗澡时，
摸到右侧腹股沟有个胡豆大小的结
节，不痛不痒。10余天后颈部又有豌
豆大小的结节，也没有感觉、不红不
肿，不留意还看不出来。半月后，结节
仍然在长大，有时夜间醒来发现一身
大汗，这才重视去了医院。

初诊医生告知，这是淋巴结肿大，
要住院检查。彩超检查了全身浅表的
淋巴，发现颈部、腹股沟、腋下好几个
淋巴结有长大，大小不等，胸腔和腹腔
CT检查，腹腔的主动脉旁、腹膜后都
有淋巴结长大，骨髓检查怀疑有异常
的肿瘤细胞。最后通过颈部淋巴结的
病理活检，得出了诊断：恶性淋巴瘤。

松山点评：

1、淋巴瘤科普 淋巴结约0.2厘
米 ～0.5 厘 米 大
小 ，分 布 在 颈
部、颌下、锁骨
上、腋下、腹股
沟等体表，或者
胸腔纵隔、腹腔
等深处，通常看
不见、摸不着。
当 淋 巴 结 逐 步
长 大 了 才 容 易

被发现，特别是位置比较表浅的，而
位于较深部位如胸腔、腹腔的淋巴结
肿大，需要彩超、胸腹腔CT才能发
现。良性淋巴结肿大常见于淋巴结
炎，恶性淋巴结肿大常与肿瘤有关，
老百姓要懂得二者的区别。

感染后的炎症反应，如鼻炎、鼻窦
炎、咽炎、扁桃体炎等，淋巴结肿大后或
许会痛，按压后更明显。感染控制好转
了，淋巴结肿大、疼痛也就逐步消失。

恶性淋巴结肿大要考虑淋巴瘤，
或其他部位转移而来的恶性肿瘤。比
如，颈部、腋窝淋巴结肿大，或与鼻咽
癌、甲状腺癌、乳腺癌、肺癌或淋巴瘤
有关；腹股沟、腹腔的淋巴结肿大，或
与腹腔、胃肠道、生殖系肿瘤或淋巴
瘤有关。

多数淋巴结肿大是在生活中、体
检时偶然发现的，通过彩超、CT、
PET/CT等专科检查，能发现体内任
何淋巴结的肿大，李女士的淋巴瘤就
是这么被查出的。

2、回顾与启示 最初发生在腹股
沟的小结节，不痛不痒、不红不肿给人
造成了错觉，老百姓并不知道这是淋
巴结长大的初始表现，而且会在仅仅
半个月，就爆发了多处的淋巴结肿大。
淋巴结的病变肿大后，会通过淋巴循
环、血液循环传播到远处，在其他部位
发生一个、两个、多个淋巴结肿大，表
明凶险的淋巴瘤已快速扩散了。

中老年人肿瘤发生率高于年轻
人，如还有肿瘤家族史，当淋巴结肿
大与体重减轻、潮热、夜间盗汗同时
发生，要排除淋巴肿瘤可能。

普通百姓不重视身体小结节、小
包块，特别是不红不肿、不痛不痒而
不影响工作生活，大多会听之任之、
麻痹大意。实际上，无痛性、进行性发
展加重的淋巴结肿大，才是需要重视
的危险信号，完全与普通百姓的常识
背道而驰。恶性肿瘤这样的重大疾病
的初始，也都是以小病痛的方式起
病，就像堰塞湖溃堤，必从小缺口开
始突破而后一泻千里。加强淋巴结与
肿瘤关系的科普常识教育，有助于防
患未然、早发现早应对。

无痛性肿大，隐形的杀手！

桥水桥水（（中国中国））投资成为境内私募管理人投资成为境内私募管理人

昨天，“世界头号对冲基金桥水
正式入华”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刷屏。

随着A股市场的对外开放，外
资机构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已经
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实际上，6月
29日除了桥水完成私募管理人登
记之外，另一家外资资产管理机构
元胜也于6月29日获批私募基金管
理人牌照。目前我国共有13家外资
机构获得私募管理人牌照。而桥水
获得私募牌照一事之所以受到关
注，显然与其“世界头号对冲基金”
的身份有着密切关系。

桥水进入中国市场，这当然是
A股市场对外开放的结果。但桥水
进入中国市场的意义显然并不局
限于此，它对于A股市场意义重大，
实际上，A股市场需要有对冲基金
的进入。

当然，谈论桥水进入中国市场
的意义，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
对冲基金。所谓对冲基金就是采取

对冲交易手段的基金，也称避险基
金或套期保值基金。而对冲是一种
旨在降低风险的行为或策略。套期
保值常见的形式是在一个市场或
资产上做交易，以对冲在另一个市
场或资产上的风险。比如，在股票
市场上做多，而在股指期货上做
空，以降低投资风险。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金融
市场上，部分基金组织利用金融衍
生工具采取多种以盈利为目的投资
策略，这些基金组织便被称为对冲
基金。对冲基金早已失去风险对冲
的内涵，相反的，现在人们普遍认为
对冲基金实际是基于最新的投资理
论和极其复杂的金融市场操作技
巧，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
杠杆效用，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
的投资模式。而对冲基金的交易模
式主要有四大类型，分别是股指期
货对冲、商品期货对冲、统计对冲和
期权对冲。目前国内投资者比较熟

悉的是股指期货对冲。
了解了对冲基金，投资者就不

难得出桥水进入中国市场的意义。
首先，它有利于A股市场的“纠偏”，
或拨乱反正。因为一直以来，A股市
场始终以“唱多”为主，而“唱空”通
常会受到排斥与打压的。这也导致
了投资者的“多头思维”，包括一些
主流媒体，虽然很外行，却是上纲
上线地“唱多股市”，置股市的风险
于不顾，误导投资者。而对冲基金
显然不能一味唱多，相反却时时唱
空股市，注意规避投资风险。因此，
桥水进入境内私募，这首先是监管
者自身的一种进步，它有望成为A
股市场拨乱反正的力量。

其次，有利于投资者走向成熟，
有利于A股市场走向成熟，真正在A
股市场树立理性投资的投资理念。
正因为对冲基金不能一味“唱多”，
要时刻注意投资风险，规避投资风
险，因此，这显然是有利于投资者与

市场走向成熟的。相反，如果一味唱
多股市，像茅台都上800元了，还一
味唱多茅台股票，显然只能进一步
放大A股市场的投资风险，不利于
投资者走向成熟。实际上，也只有时
刻牢记投资风险，增强风险意识，投
资者才会走向理性。

其三，有利于上市公司的股价
回归理性。比如，在A股市场上，不
少上市公司的股价严重脱离上市
公司的投资价值。在引入对冲基金
的情况下，就完全可以通过个股期
权来对冲，达到让公司股价回归理
性的目的。

此外，有利于推动A股市场的制
度建设，推动A股市场的发展。既然
管理层为对冲基金进入A股市场放
行，那么也就要为对冲基金的交易
创造条件，同时也要对对冲基金的
交易进行监管，这就必然要推动相
关的制度建设，这其实也是有利于A
股市场发展的。比如，上述条款中提

到的个股期权问题，目前
管理层迟迟没有推出。如
果对冲基金进入的话，就
有利于推进个股期权推
出的进程。

中国股市需要对冲基金
□皮海洲

【桥水进入，这首先是监管者自身的一种进步，它有望成为A股市场拨乱反正的力量。】

根据国家有关
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沪指再创年内收盘新低 A股重聚人气仍需时日

除了桥水中国，另一家外资
资产管理机构元胜也于6月29日
获批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目前
共有13家外资私募获得了境内私
募管理人资格，包括富达、瑞银、
富敦、英仕曼、惠理、景顺纵横、路
博迈、安本、贝莱德、施罗德、安中
投资、桥水、元胜等。截至目前，10
家外资机构已发行并备案产品15
只，有10只产品是股票型基金。

记者注意到，近期A股市场
调整之时，不少外资机构却趁机
吸货。从外资持有A股的偏好来
看，主要是大盘蓝筹股，并且看
重 低 估 值 、高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ROE）、高分红等指标。而外资
私募成为一股新力量。

实际上，外资机构持续买入
A股的原因，可从外资私募对国
内股市的判断能看出一些端倪。
瑞银资产近期公开表示，近期A
股市场和港股市场不断面临回
调，市场较为困惑，但瑞银始终看
好股市长期表现，“市场调整对一
些优质公司来说，是一个买入的
机会。单从A股市场来看，有些企
业估值并不高，即使对标全球同
类品牌公司，估值亦不高。”记者
发现，有不少优质公司最近股价
在调整，外资反而积极买入。

（据每日经济新闻）

外资私募再添新成员，大名鼎鼎的桥水基金正式进军境内私募！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消息，世界头号对冲基金桥水已经

完成备案登记，正式成为境内私募管理人。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
的相关规定，最迟6个月后，桥水基金的境内私募产品将发行。公示显示，桥
水（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5000万人民币，企业性质为外商独资。

桥水基金到底有多牛？
这家位于美国的对冲基金公司成

立于1975年，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公司。其官网显示，目前，桥水基金为
约350家机构管理着超过1600亿美元
的资产，其客户包括各国央行、主权基
金、养老金、大学捐赠基金等。

在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美国对
冲基金的平均亏损达到19%，而桥水
基金却能斩获正收益，得到市场瞩目。
据彭博社此前统计，截至2015年年
底，桥水基金累计获得450亿美元盈
利，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基金。

瑞·达利奥 对冲基金教父
26岁创立桥水基金，瑞·达利奥

（Ray Dalio）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堪

称对冲基金教父。
现年69岁的达利奥出生于美国的一

个中产家庭。他认可先苦后甜的价值观，
与网友互动时说，尽快获取尽可能多的
痛苦经历，因为避免痛苦是人学习动力
所在。他认为痛苦加反思令人走向成功。

达利奥的中国情结由来已久。
1995年，他把年仅11岁的小儿子送到
中国留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留
学生。此后，他的儿子还成立了慈善基
金会，帮助中国的孤残儿童。

达利奥对于中国市场不吝看好。
在2018年初，他曾经表态，相信中国
处理债务问题的能力，对外国投资者
来说，目前正是开始投资中国的时机。

另一方面，媒体披露，桥水基金在今
年6月向客户发布的报告显示，桥水基金
对于美国市场的判断开始转为空头。

桥水基金已于6月29日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标志其在华
私募业务已经正式启动。2018年
3月桥水（中国）将经营范围变为

“投资管理”，为申请私募管理人
资格做好准备。目前桥水中国员
工6人。根据基金业协会网站信
息，登记的私募管理人为“桥水
（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
称“桥水中国”）。根据工商信息，
桥水中国于2016年3月设立，
2017年3月其法定代表人由桥水
基金创始人瑞·达利奥变更为王
岩（音译）。

达利奥有“美国对冲基金教
父”之称，他26岁创办了桥水基
金，并在2011年成为全球最赚钱
的对冲基金。美联储前主席保罗

沃尔克甚至评价说，达里奥的桥
水基金对经济的统计分析甚至
比美联储都靠谱。

这一次，达利奥进军中国，
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
的相关规定，最迟6个月后，桥水
基金的境内私募产品将发行。

私募排排网创始人李春瑜
表示，“这是我国金融开放的必
然结果，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市
场，外资也看好中国市场。达利
奥多次来过中国，并于1994年设
立过投资公司，但当时没有持续
发展下去。随着我国金融政策的
持续放开，现在是进入中国市场
的良机，中国市场是桥水非常重
视的市场。将来国内私募机构会
多样化，这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

市场调整市场调整外资机构积极买入外资机构积极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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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大盘表现依旧让人失望。最
终，沪指下跌27.76点，以2759.13点报收，
跌幅1%，创下近两年来最低收盘点位。

当前市场，真的是如此不堪吗？其
实，在不少机构眼中，现在的市场其实
距离底部并不遥远。低迷的行情，我认
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气涣散，尽管
指数点位已经非常低，但由于缺乏实
质性的利好消息，导致投资者对后市
的预期较为悲观。最终的结果，就是难
以展开较为持续性的反弹。

再从昨天盘面看，虽然依旧是大
量个股下跌，跌停个股也不少。不过，还
是有一些积极因素存在，在两市约40只
个股跌停的情况下，依然还是有近40只
个股涨停报收。而这些涨停的个股，有
不少都是前期超跌的个股。这些个股的
涨停，其实也说明，大幅下跌之后，这些
个股的股价越来越不被市场认可。

另外，热点板块开始出现，昨日
钢铁股表现强势，安阳钢铁涨停，凌
钢股份、华菱钢铁等不少钢铁股都逆
势上涨。钢铁股的上涨，主要是业绩
增长预期的推动。其中，安阳钢铁发
布上半年业绩预增公告，预计实现净
利润9亿元~10.5亿元，同比增长3142%

~3682%。而华菱钢铁也预计上半年净
利润33.8亿元~35.8亿元，同比大幅增
长。今日盘后，柳钢股份则公告称，上
半年净利润预增395%~467%。

关于上市公司中报业绩预告，我
认为有必要重点关注，对不少个股来
说，这是近期少有的利好刺激。除了
钢铁股外，其他一些公司也开始陆续
发布中报业绩预告。比如，海普瑞昨
日盘后也发了公告，上半年业绩预增
25倍~30倍；浙江龙盛上半年业绩预
增120%~140%。

现在的市场，之所以迟迟无法见
底大幅反弹，缺乏的就是人气和信
心。而现在的点位，其实在不少机构
眼中，距离底部也已经不远。日前，招
商证券策略会就已经表示，下半年市
场有望开启真正长牛。为什么如此坚
定？因为目前低点2722点，距离2016
年熔断的低点2638点只有84点的距
离。如此小的空间，再去纠结是否会跌
破，本身意义也不大。所以，在大盘寻
底的过程中，大可不必过于恐慌，既然

“政策底”、“估值底”已经出现，“市场
底”还会远吗？只不过，短期而言要想
重聚人气，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张道达）

近日，保险公司高管的变动频频
发生。据成都商报记者统计，上半年，
23家险企25位董事长、总经理职位
发生变更，仅6月27日至6月29日3
天，银保监会共通过了 28 家保险公
司50位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本次通过的任职资格包括 3 家
公司董事长和 2 家公司总经理——
缪建民获批担任中国人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易军获批担任四川
首家本地法人寿险机构国宝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安逸民获
批担任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的总经理。邱毅获批担任国宝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近日，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拟任命宋静刚担任总经理，不过被
银保监会根据相关规定“不予核准”。

“应该是保险相关的从业资历不够。”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保险机构高管的
任职资格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尤其
是在保险从业年限方面。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3天50位保险公司高管任职
长江财险总经理任职被否

瑞·达利奥26岁创立桥水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