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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中国开放式股票型和偏股型基金为样本，从基金经理投资行为角
度，探讨基金经理持股集中度和持股期限及其交互项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研究表明：基金经理具备较强的信

息优势和选股能力，但是却因为非理性短视投资行为引起业绩下滑；基金经理遵循价值投资理念，持股期限

越长，基金收益越大；持股期限与个股集中度的交互作用促进了基金业绩增长，但是持股期限与行业集中度

的交互作用效果相反。此外，个股集中度与行业集中度二者共同作用有助于基金业绩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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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开放式基金具有资金流动性强、信息披露准确透明、服务体系专业化和投资决策多样化等特征，

是资本市场上主要的基金形式。开放式股票型和偏股型基金在资产配置中主要投资于股票市场，基

金业绩波动较大，因而投资风险相对较大。研究基金经理的持股行为如何影响基金业绩，对于基金投

资的理论及实务都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投资组合理论认为，采取多样化、分散化的投资组合方式，能够显著降低资产配置风险。

但是从收益性来看，以巴菲特为代表的集中投资策略和价值投资理念表明，长期集中持有具有显著内

在价值的公司股票，往往能够获得丰厚收益。一般来说，开放式股票型和偏股型基金都有各自的业绩

基准，基金经理对股票和行业的持仓配置，是采取长线投资还是短线投资策略，会直接影响基金投资

组合的构成，进而影响基金业绩表现。

本文研究基金经理的持股集中度和持股期限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引入个股集中度与持股期限的

交互项、行业集中度与持股期限的交互项以及个股集中度与行业集中度的交互项，探究在交互项的共

同作用下，持股集中度（包括个股集中度及行业集中度）和持股期限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集中投资策略是指投资者将大部分资金集中投资于精心挑选出来的股票上，短期内无论股票市

场上涨或下降，都坚持集中持股，稳中求胜。对于集中投资策略，Ｍｅｒｔｏｎ和 Ｍａｒｓｈ（１９８７）［１］认为，在信
息优势条件下，投资者对市场上未公开信息的股票进行集中投资，便会取得较好收益。所谓价值投

资，是指投资者在股票价格比内在价值低时，买入并持有该公司的股票，当价格回弹到与内在价值相

一致时卖出，靠中间价差赚取额外收益。因此，价值投资的核心不是研究市场的影响因素，而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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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投资股票的内在价值，也即对具有一定安全边际的股票进行长期投资。在集中投资策略和价值投

资理念下，基金经理通过自身的信息优势和专业投资能力，提高所投资股票的权重和持股期限，也即

提高个股集中度和持股期限，进而获取收益。

对于个股集中度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从个股集中度对基金业绩的影响角度出发。梁斌等

（２００７）［２］研究了中国封闭式基金持股集中度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发现基金经理的持股集中度与基金
业绩呈显著正向关系。范新安（２０１０）［３］采用个股集中度作为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指标，发现中国基
金经理具备较强的选股能力。韩守富（２０１１）［４］采用逐步回归法分析中国开放式基金业绩持续性的影
响因素，认为提高持股集中度是保持基金业绩持续性的重要途径。程延新和游永铭（２０１７）［５］使用ＣＳ
模型衡量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得出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与基金业绩收益呈正比。以上研究结果表

明，中国基金经理的个股集中度与基金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个股集中度与基金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对于持股期限的研究，多数学者主要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对企业投资行为和治理行为所

产生的影响。Ｂｒａｄｌｅｙ等（２００９）［６］研究得出，长线型基金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影响效果较明显，机构
投资者持股期限越长，基金深入管理层内部交流的机会就越多，有利于管理层做出正确的投资决

策。唐松莲等（２０１５）［７］基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认为机构投资者持
股期限越长，越有利于抑制现金富余公司的过度投资，还能够有效减缓现金不足公司的投资不足问

题。罗付岩（２０１５）［８］基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与公司会计盈余关系视角，得出机构投资者持股期
限越长，公司治理效果越明显的研究结论。綦好东等（２０１９）［９］将持股基金划分为长短期样本组进
行研究，发现短期持股基金网络关系强度与公司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而长期持股基金网络关系

强度与公司非效率投资之间关系不显著。另外，也有学者从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对公司成本、股票

市场稳定角度进行研究。刘京军和徐浩萍（２０１２）［１０］通过换手率的高低划分长期机构投资者和短
期机构投资者，发现长期机构投资者能够促进股票市场的稳定，而短期机构投资者则会加剧股票市

场的波动。代昀昊（２０１８）［１１］基于机构投资者对公司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机构投资者能
够有效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郭白滢和李瑾（２０１９）［１２］采用中国 Ａ股市场和公募证券投资基
金数据，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对股票崩盘的影响，得到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越长，股价崩盘风

险就越低的结论。以上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越长，公司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稳定效果越

好，可得出本文的假设 Ｈ２。然而，已有研究主要是从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公司
治理效率及市场稳定的影响，而本研究从基金经理的持股期限角度，研究其持股期限对基金业绩的

影响。另外，本研究以基金区间年限与换手率的比值作为基金经理平均持仓时间的衡量，突出本研

究视角的创新，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持股期限与基金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在集中投资策略和价值投资理念的影响下，基金经理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和专业投资

能力，对投资的个股进行集中和长期持有，往往能够获得超额收益。个股集中度越高，表明基金经理

对所选择的股票较为看好；持股期限越长，表明基金经理对未来的市场状态较有信心。本研究引入个

股集中度与持股期限的交互项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二者共同作用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程度，个股集中度

越高且持股期限越长的基金，将有可能带来基金业绩收益的提高，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个股集中度和持股期限的交互项与基金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在集中投资理论中，关于行为效应和心理偏差问题，多数学者认为投资者的行为效应和心理偏差

也会产生集中投资行为，并且这种由于心理或行为上的偏差会导致投资者缺乏理性和独立思考，常常

伴随羊群效应、追涨杀跌等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发生，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孔东民等（２０１０）［１３］

采用 Ｋａｃｐｅｒｅｚｙｋ等（２００５）［１４］的研究方法衡量行业集中度指标，发现基金经理的行业集中度越高，基
金业绩表现越差，主要原因是基金经理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问题。张宗新和缪婧倩（２０１２）［１５］构
建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基金持有人行为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冲击效应，发现对于投资者的不理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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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行为，基金经理往往会采取“恒定混合”的投资策略，加剧股票市场的波动。路磊等（２０１４）［１６］研究
发现，业绩排名靠前的基金经理相比于业绩排名靠后的基金经理会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羊群效应。齐

岳和孙信明（２０１６）［１７］在对基金绩效做出评价的基础上揭示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发现中国股票市场
上的基金经理普遍存在追涨杀跌等短视投资行为。李志冰和刘晓宇（２０１９）［１８］研究发现，基金经理面
对收益存在的“落袋为安”心理和“处置效应”行为引发的集中投资行为，会对基金业绩造成负面影

响。曾余妮等（２０２０）［１９］采用中国主动型股票基金数据进行研究，认为行业集中度越高反映出基金经
理的冒险行为越强，较强的冒险行为创造的价值远大于信息优势所体现的价值，导致行业配置集中度

与基金业绩呈负相关关系。王怀明和郑阳（２０２１）［２０］验证了个人投资者面对当期业绩会存在“处置效
应”和“落袋为安”的赎回心理，使得业绩较好的基金可能存在被赎回风险，进而对基金业绩造成影响。

此外，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速度不断加快，除了防御型行业及增长型行业外，行业过度集中

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投资风险，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行业集中度与基金业绩呈负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基金经理的行为效应和心理偏差对基金业绩产生的负面影响角度

进行分析，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持股期限作为交互项进行研究，分析在价值投资理念影响

下，行业集中投资行为对基金业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推测随着持股期限的延

长，可能会加剧行业集中度对基金业绩影响的负面程度，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行业集中度和持股期限的交互项与基金业绩呈负相关关系。
基于信息优势理论，基金经理由于自身平台存在信息优势，更容易获得某些个股和行业的

“内部信息”，更有动机采取集中投资策略，以获得超额收益。郭庆云等（２０１７）［２１］认为，在信息
优势条件下，估值难度较高的股票往往会取得较高收益。个股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反映了基金

经理的投资风格和对未来市场的看法，集中度较高说明基金经理对自身的选股能力和行业选择

能力更为自信。本研究引入个股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的交互项进行研究，探究二者共同作用对

基金业绩的影响程度。Ｋｈａｎｎａ和 Ｓｏｎｔｉ（２００３）［２２］研究认为，共同集中投资促使被投资公司的信
息透明度增强，使得管理者能够充分利用市场交易机制来调整管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带来公司

自身内在价值的提升。Ｋａｃｐｅｒｅｚｙｋ等（２００５）［１４］认为，投资组合集中度越高的基金，基金业绩往
往表现越好，即投资集中度与基金业绩存在正向影响关系。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９）［２３］发现，当基金经理
与所持有股票的公司董事为校友关系时，基金经理对该公司股票的投资集中度会更高，所获得

的股票收益比在其他投资组合上的收益高。Ｅｋｈｏｌｍ和 Ｍａｕｒｙ（２０１５）［２４］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投
资组合集中度越高，对公司内部信息获取的动机就越强，会通过市场交易机制干预管理者的投

资决策，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提高。可见，基于信息优势下的集中投资组

合会带来基金业绩收益的提高，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６：个股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基金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样本数据

选取中国内地基金市场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积极主动性股票型和偏股型开放式基金为研究

对象，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万德数据库（ｗｉｎｄ）。考虑到２００５年之前中国内地基金数量较少，因此设定
样本期间为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共１５年３０个半年度数据，数据量１万多条，最终得到时间
序列长度为３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合①。

（二）被解释变量

常用衡量基金绩效的指标有以下几种表达方式，分别为风险调整前的复权净值收益率、累计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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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几何平均收益率、年化收益率、超额收益率、月度复合回报和考虑风险调整的４大指数测度：
特雷诺比率、夏普比率、詹森指数、Ｃａｌｍａｒ比率。

不考虑风险调整的基金业绩指标：

１复权净值收益率
指基金净值在指定区间的净增长。考虑了基金分红和拆分之后，复权净值收益率公式如下：

Ｒｉ，ｔ＝
ＮＡＶｉ，ｔ－ＮＡＶｉ，ｔ－１＋Ｄｉ，ｔ－１

ＮＡＶｉ，ｔ－１
（１）

式（１）中，ＮＡＶｉ，ｔ表示基金在ｔ期的复权单位净值，ＮＡＶｉ，ｔ－１表示基金在ｔ－１期的复权单位净值，Ｄｉ，ｔ－１表
示基金在ｔ－１期的基金红利。
２累计净值收益率
采用累计单位净值简化计算。公式如下：

Ｒｉ，ｔ＝
ＮＡＶｉ，ｔ－ＮＡＶｉ，ｔ－１
ＮＡＶｉ，ｔ－１

（２）

式（２）中，Ｒｉ，ｔ为基金ｉ的累计净值收益率，ＮＡＶｉ，ｔ和ＮＡＶｉ，ｔ－１分别代表基金在ｔ期和ｔ－１期的累计单位
净值，其中已包含期间分红。

３几何平均收益率
该指标是将各个期间的收益率乘积再开ｎ次方。几何平均收益率使用复利的思想，即考虑资金的

时间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Ｒｉ＝∏（１＋Ｘｉ）
１
ｎ －１ （３）

式（３）中，Ｘｉ为基金复权净值收益率序列数据；ｎ为根据时间频率和所选时段决定的收益率个数。
４年化收益率
指基金在样本区间年化后的平均收益水平。若一只基金在第一天交易开始前的价值是Ｎａｖ１，在第

Ｎ天交易结束后的价值是Ｎａｖ２，则计算公式为：

Ｒｍ ＝
Ｎａｖ２－Ｎａｖ１
Ｎａｖ１

÷ ｎ３６５×１００％ （４）

５超额收益率
式（４）中，Ｒｍ表示基金的收益超越市场指数的收益，采用沪深３００指数作为市场指数的收益，即

超额收益为：

Ｅｉ，ｔ＝Ｒｉ，ｔ－Ｒｍ，ｔ （５）
式（５）中，Ｒｉ，ｔ表示基金在区间内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Ｒｍ，ｔ表示基金在区间内市场沪深３００指数的收
益率。

６月度复合回报
指统计区间内基金每月净值增长率的复合值。月度复合回报值越高，反映基金的收益能力越强。

计算公式如下：

Ｅｉ，ｔ＝｛（１＋Ｒｉ，１）（１＋Ｒｉ，２）（１＋Ｒｉ，３）…｝
１
ｎ －１ （６）

式（６）中，Ｒｉ，１表示基金在第一个月的净值增长率，Ｒｉ，２表示基金在第二个月的净值增长率，以此类
推……

考虑风险调整的基金业绩指标：

１特雷诺比率（Ｔｒｅｙｎｏｒｒａｔｉｏ）
该指标是超额收益率与系统性风险的比例，表示基金承受每单位系统性风险获得的回报。指标数

值越大，单位风险溢价越高，基金业绩表现越好。计算公式如下：

Ｔｎ ＝
Ｒｐ－Ｒｆ
Ｂｐ

（７）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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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７）中，Ｔｎ是基金Ｐ的 Ｔｒｅｙｎｏｒ指数，Ｒｐ为基金Ｐ在样本期间的平均收益率，Ｒｆ为样本期间的市场平
均无风险收益率，Ｂｐ为基金Ｐ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２夏普比率（ｓｈａｒｐ）
该指标表示基金承受每单位风险，会产生多少超额收益。若为正值，代表基金的报酬率大于波动

风险；若为负值，代表基金的操作风险大于报酬率。比例数值越高，表明基金的投资组合越好。计算公

式如下：

Ｓｐ ＝
Ｒｐ－Ｒｆ
Ｅｐ

（８）

式（８）中，Ｓｐ是基金Ｐ的Ｓｈａｒｐｅ指数，Ｒｐ为基金Ｐ在样本期间的收益率均值，Ｒｆ为样本期间的市场平
均无风险收益率，Ｅｐ为基金Ｐ面临的全部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
３詹森指数（Ｊｅｎｓｅｎ）
该指数是基金超过市场基准组合的超额收益，等于基金实际收益率减去证券市场上资产组合的

期望收益率。公式为：

Ｊｐ ＝（Ｒｐ－Ｒｆ）－β（Ｒｍ －Ｒｆ） （９）
式（９）为Ｊｅｎｓｅｎ指数，Ｒｐ为基金Ｐ的收益率均值，Ｒｆ为市场无风险收益率的均值，Ｒｍ为市场基准组合
收益率的均值，β为基金Ｐ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若Ｊｅｎｓｅｎ指数大于０，表明基金盈利状况好于市场基准
组合，数值越大表明该基金超越大盘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越强。

４Ｃａｌｍａｒ比率
该指标描述的是基金收益与最大回撤之间的关系。Ｃａｌｍａｒ比率数值越大，说明基金业绩表现越

好。计算公式为：

Ｃａｌｍａｒ＝
Ｅｒ
ＭＤＤ

（１０）

式（１０）中，Ｅｒ表示基金的年化收益率，ＭＤＤ表示基金历史最大回撤率。
（三）解释变量

１．持股期限
基金经理持股的平均持仓时间，以半年度为单位。平均持仓时间（半年）＝区间年限 ／换手率。其

中：换手率 ＝ＭＡＸ（报告期买入股票成本总额，报告期卖出股票收入总额）／ＡＶＧ（区间内股票市值）。
区间年限设定为０．５年。
２．个股集中度
表示基金投资前十大重仓股的股票占基金投资全部股票的比例。以赫芬达尔 －赫希曼指数表示

的个股集中度为基金持仓中每只股票份额占比平方的总和，即：

ＨＨＩ＝∑
ｎ

ｉ＝１
（
ｘｉ
ｘ）

２ ＝∑
ｎ

ｉ＝１
ｓ２ （１１）

式（１１）中，ｘｉ表示第ｉ只股票的市值，ｘ表示这只基金投资所有股票的总额，ｓｉ＝
ｘｉ
ｘ表示第ｉ只股票的

市值占这只基金投资所有股票总额的比例，ｎ为这只基金持有的股票数量总和。该指数越大，表明这只
基金持仓的个股集中度越高。

３．行业集中度
指基金持股的前三大或前五大行业占全部行业配置的比例。采用基金前三大行业占基金所有行

业配置的比例表示行业集中度水平。以赫芬达尔 －赫希曼指数对基金持仓行业集中度进行量化，公
式为：

ＨＨＩ＝∑
ｎ

ｉ＝１
（
ｘｉ
ｘ）

２ ＝∑
ｎ

ｉ＝１
ｓ２ （１２）

式（１２）中，ｘ表示该基金投资所有行业的资产总额，ｘｉ表示基金持有某个行业的市值，ｎ表示基金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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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仓中持有的行业个数，Ｓｉ＝
ｘｉ
ｘ表示某个行业的市值占基金投资所有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该指标

的数值越大，表明基金持仓的行业集中度越高。

（四）控制变量

１．市场基准收益率
股票型和偏股型基金的市值与股票市场行情紧密相关，因此基金投资行为也可能会受到股票市

场状态的影响。将市场指数变化纳入控制变量：

Ｉｎｄｅｘｔ＝
Ｉｎｄｅｘｔ－Ｉｎｄｅｘｔ－１
Ｉｎｄｅｘｔ－１

（１３）

式（１３）中，Ｉｎｄｅｘｔ为沪深３００指数在ｔ半年度末的点数。
２．年化波动率
指基金半年度收益率标准差的年化值。半年度收益率标准差是基金每半年度收益率相对于平均

收益率偏差幅度的大小，其作用为衡量基金净值波动的总风险。计算公式为：

Ａｐ ＝∑
ｔ

ｉ＝１
（Ｒｐ，ｔ－ｒｐ，ｔ）

１
２ （１４）

式（１４）中，Ｒｐ，ｔ为基金在ｔ期的收益率，ｒｐ，ｔ为基金在ｔ期的平均收益率。年化波动率越大，表明当期回报
远离当期的平均数值，回报不稳定，故风险较高。

３．基金成立年限
以每半年度末日期减去基金成立日期计算基金存续月份总数，并取其对数。

４．资金净流量
参考Ｓｉｒｒｉ和Ｔｕｆａｎｏ（１９９８）［２５］等的研究定义Ｆｌｏｗｉ，ｔ。计算公式为：

Ｆｌｏｗｉ，ｔ＝
ＴＮＡｉ，ｔ－（１＋ｒｉ，ｔ）×ＴＮＡｉ，ｔ－１

ＴＮＡｉ，ｔ－１
（１５）

式（１５）中，ＴＮＡｉ，ｔ为基金ｉ在ｔ期的资产净值总额；ＴＮＡｉ，ｔ－１为基金ｉ在ｔ－１期的资产净值总额；ｒｉ，ｔ为
基金ｉ在ｔ期的原始回报率。
５．基金规模
将每个半年度末基金资产净值总额（取其自然对数值）作为基金规模纳入控制变量。

６．风险（ｒｉｓｋ）
采用基金净值增长率标准差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标准差之差衡量基金风险。

（五）基金业绩综合收益指标构建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以９个能够代表基金业绩的指标衡量基金业绩综合收益，考虑到各变
量单位之间可能会存在显著差异影响，因此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先将每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

理，之后得到主成分分析结果。由于特征值大于１的主成分只有一个，因此只选择一个主成分进
行加权，构造基金业绩综合收益指标。进一步得到加权后的基金业绩综合收益指标表达式，如式

（１６）所示：

ｑｊｙ＝０．４０５×ｑｊｙ１＋０．０５１×ｑｊｙ２＋０．２８０×ｑｊｙ３＋０．１２９×ｑｊｙ４＋０．３８１×ｑｊｙ５＋０．４１６×ｑｊｙ６＋
０．３７２×ｑｊｙ７＋０．３４３×ｑｊｙ８＋０．４０６×ｑｊｙ９ （１６）

采用所构建的基金业绩综合收益评价指标，检验本研究的１千多只股票型和偏股型开放式基金
中，持股集中度和持股期限及其交互项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程度。

（六）模型设定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引入静态混合效应模型和动态差分 ＧＭＭ、系统 ＧＭＭ面板数据模
型，研究基金持股集中度和持股期限及其交互项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程度。表 １为各变量符号一
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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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名称与符号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来源指标

被解释变量
ｑｊｙ

ｑｊｙ１

基金业绩综合收益

平均收益

复权净值收益率

累计净值收益率

几何平均收益率

年化收益率

超额收益率

月度复合回报

特雷诺比率

夏普比率

詹森指数

Ｃａｌｍａｒ比率

解释变量

ａｒｅａｇ 个股集中度

ｆａｒｍｍｈ３ 行业集中度

ａｇｃｈｆｃ 持股期限

ａｒｅａｇ×ａｇｃｈｆｃ 个股集中度×持股期限

ｆａｒｍｍｈ３×ａｇｃｈｆｃ 行业集中度×持股期限

ａｒｅａｇ×ｆａｒｍｍｈ３ 个股集中度×行业集中度

Ｙｔ－１ 基金业绩滞后一项

Ｙｔ－２ 基金业绩滞后两项

控制变量

ｊｚ 市场基准收益率

ｂｄ 年化波动率

ｓｉｚｅ 基金规模

ｏｌｄ 基金年限

ｒｉｓｋ 风险

ｆｌｏｗ 资金净流量

在上述变量定义的基础上，采用回归模型（１）－模型（４）对６个假设Ｈ１、Ｈ２、Ｈ３、Ｈ４、Ｈ５、Ｈ６进行
检验。模型表达如下：

ｑｊｙ＝Ｃｔ＋β１ｌｎａｒｅａｇｉ，ｔ＋β２ｌｎｆａｒｍｍｈ３ｉ，ｔ＋β３ｌｎａｇｃｈｆｃｉ，ｔ＋β４Ｙｉ，ｔ－１＋β５Ｙｉ，ｔ－２＋β６ｊｚｉ，ｔ
＋β７ｂｄｉ，ｔ＋β８ｌｎｓｉｚｅｉ，ｔ＋β９ｌｎｏｌｄｉ，ｔ＋β１０ｒｉｓｋｉ，ｔ＋β１１ｆｌｏｗｉ，ｔ （１７）
ｑｊｙ＝Ｃｔ＋β１ｌｎａｒｅａｇｉ，ｔ＋β２ｌｎｆａｒｍｍｈ３ｉ，ｔ＋β３ｌｎａｇｃｈｆｃｉ，ｔ＋β４ｌｎａｒｅａｇｉ，ｔ×ｌｎａｇｃｈｆｃｉ，ｔ

＋β５Ｙｉ，ｔ－１＋β６Ｙｉ，ｔ－２＋β７ｊｚｉ，ｔ＋β８ｂｄｉ，ｔ＋β９ｌｎｓｉｚｅｉ，ｔ＋β１０ｌｎｏｌｄｉ，ｔ＋β１１ｒｉｓｋｉ，ｔ＋β１２ｆｌｏｗｉ，ｔ （１８）
ｑｊｙ＝Ｃｔ＋β１ｌｎａｒｅａｇｉ，ｔ＋β２ｌｎｆａｒｍｍｈ３ｉ，ｔ＋β３ｌｎａｇｃｈｆｃｉ，ｔ＋β４ｌｎｆａｒｍｍｈ３ｉ，ｔ×ｌｎａｇｃｈｆｃｉ，ｔ

＋β５Ｙｉ，ｔ－１＋β６Ｙｉ，ｔ－２＋β７ｊｚｉ，ｔ＋β８ｂｄｉ，ｔ＋β９ｌｎｓｉｚｅｉ，ｔ＋β１０ｌｎｏｌｄｉ，ｔ＋β１１ｒｉｓｋｉ，ｔ＋β１２ｆｌｏｗｉ，ｔ （１９）
ｑｊｙ＝Ｃｔ＋β１ｌｎａｒｅａｇｉ，ｔ＋β２ｌｎｆａｒｍｍｈ３ｉ，ｔ＋β３ｌｎａｇｃｈｆｃｉ，ｔ＋β４ｌｎａｒｅａｇｉ，ｔ×ｌｎｆａｒｍｍｈ３ｉ，ｔ

＋β５Ｙｉ，ｔ－１＋β６Ｙｉ，ｔ－２＋β７ｊｚｉ，ｔ＋β８ｂｄｉ，ｔ＋β９ｌｎｓｉｚｅｉ，ｔ＋β１０ｌｎｏｌｄｉ，ｔ＋β１１ｒｉｓｋｉ，ｔ＋β１２ｆｌｏｗｉ，ｔ （２０）
式（１７）－式（２０）中，ｑｊｙ为基金业绩综合收益评价指标；ａｒｅａｇ为个股集中度；ｆａｒｍｍｈ３为行业集中度；
ａｇｃｈｆｃ为持股期限；Ｙｉ，ｔ－１和Ｙｉ，ｔ－２为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基金业绩综合收益；ｊｚ为市场基准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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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ｄ为基金年化波动率；ｓｉｚｅ为基金规模；ｏｌｄ为基金年限；ｒｉｓｋ为风险；ｆｌｏｗ为资金净流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相关检验

１．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和Ｆ检验
首先判断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对模型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发现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

验中ｐ值均为０，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所以拒绝原假设随机效应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其次进
行Ｆ检验，判断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混合效应模型。在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之后，发现ｐ值
均显著大于０．１，因此可以判断该模型接受原假设，即选择混合效应模型进行研究。
２．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和序列相关性检验
动态模型中差分ＧＭＭ和系统ＧＭＭ的Ｓａｒｇａｎ过度识别约束检验（Ｓａｒｇａｎｔｅｓｔ）的Ｐ值均为１，表明

工具变量的构建整体有效。而序列相关性检验（ＡＲ（１）和ＡＲ（２））的Ｐ值中，拒绝一阶相关而接受二
阶不相关，即存在一阶序列不相关二阶序列相关，由此可知原模型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同时使

用静态混合效应模型以及动态差分ＧＭＭ和系统ＧＭＭ模型，一方面能够有效解决估计的有偏性和非
一致性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二）实证结果分析

１．个股集中度与基金业绩
由表２第３行可知，在静态混合效应模型、动态系统ＧＭＭ和差分ＧＭＭ模型中，个股集中度对基

金业绩的影响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０４０、０．１４０和０．１３０，且均在１％ 的水平上显
著。说明开放式股票型和偏股型基金的个股集中度越高，基金业绩综合收益越好。主要原因在于，基

金经理具备较强的选股能力，基于自身信息优势和专业投资能力，会选择投资自己更为熟悉且在未来

发展较好的个股，通过提高前十大重仓股票投资占基金投资股票的总比例提升业绩，提高风险投资回

报；另外，基金经理通过集中投资于某些股票可以减少信息收集成本，有助于基金业绩的提升。从实

践方面分析，近几年贵州茅台、五粮液等大盘龙头股的持续上涨吸引了众多基金经理的关注，进而会

将大部分资金重押在这些优秀的蓝筹股上，以获取业绩回报。

２．行业集中度与基金业绩
由表２第４行可知，行业集中度与基金业绩的关系在三个模型中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分别为－０．１２０、－０．２８５和－０．１７３，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由此表明，基金经理持股的行业集中
度越高，基金业绩收益水平越低。主要原因在于，基金经理可能出于跟风心态，将大部分资金重押在

某些热门行业上，而这些行业的龙头股并不一定能够跑到最后，加之因为技术进步导致产业升级加

快，而基金经理缺乏深入研究所投资的行业中个别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潜在风险，导致将所投资金盲目

重押在某些成长前景不太明朗的公司，最终带来基金业绩损失。另外，基金经理对自身投资能力过度

自信，在追求排名和短期业绩时，容易形成羊群行为和追涨杀跌等非理性短视投资行为，进而对基金

业绩造成影响。因此，基金经理由于过度自信引发的一系列非理性集中投资行为，必然会带来基金业

绩下滑。

３．持股期限与基金业绩
由表２第５行可知，持股期限与基金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０３８、００７３和

０００７，且均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即基金经理的持股期限越长，基金业绩综合收益越高。主要原因在
于，持股期限较长的基金经理以价值增值作为持股目的，一般会集中持有少数几家公司的股票，基于

自身专业能力和信息优势，基金经理会提前识别某只股票或某些行业的发展情况，经过对所要投资股

票与行业进行充分调查和了解之后，最终选择长期集中投资。此外，长期持股的基金经理持有较为集

中的投资组合，较低的周转率，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收集所投资公司的信息，进而监督公司管理

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效保障公司价值的提升。同时，长期持股的基金经理更看重企业未来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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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盈利能力，并以获取公司分红和价值增值为持股目的，因此，持股期限越长，基金未来收益

越高。

表２　持股集中度与持股期限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面板数据模型
（１） （２） （３）

混合ＯＬＳ 系统－ＧＭＭ 差分－ＧＭＭ

ａｒｅａｇ
０．０４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ａｒｍｍｈ３
－０．１２０ －０．２８５ －０．１７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ｇｃｈｆｃ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ｊｚ
０．５７４ ０．５５６ ０．５６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ｂｄ
３．７００ ４．３３５ ３．６５０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ｓｉｚｅ
０．０２９ ０．１７３ ０．４５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ｏｌｄ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ｒｉｓｋ
－３．６８０ －４．１３７ －３．５０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ｌｏｗ
０．０５５ ０．３５４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Ｙｔ－１
－０．１５０ －０．１４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Ｙｔ－２
－０．１６３ －０．１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Ｎ １４９２９ １２０８８ １０９２４

ａｄｊ．Ｒ－ｓｑ ０．６０９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０．０００

Ｆ ０．８７６

Ｓａｒｇａｎｔｅｓ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 ０．６０４ ０．３７２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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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股集中度和持股期限的交互项与基金业绩
由表３第６行可知，个股集中度和持股期限的交互项与基金业绩在动态模型上显著正相关，相关

系数为０．００９和０．００８，在静态模型上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个股集中度与持股期限的共同作用对基
金业绩产生了正向影响，随着持股期限的延长，个股集中度对基金业绩的边际影响程度会加深，会增

强个股集中度与基金业绩的正相关影响程度。持股期限越长，表明基金经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选

择市场上更有潜力和内在价值的股票进行投资，发挥自身的信息优势和专业投资能力，坚持集中持

股，有效发挥价值投资和集中投资策略在市场上的运用，最终带来基金业绩综合收益的提高。因此，

个股集中度和持股期限的交互项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

表３　个股集中度与持股期限交互项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面板数据模型
（１） （２） （３）

混合ＯＬＳ 系统－ＧＭＭ 差分－ＧＭＭ

ａｒｅａｇ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ａｒｍｍｈ３
－０．１２０ －０．２８４ －０．１７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ｇｃｈｆｃ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ｅａｇ×ａｇｃｈｆｃ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ｊｚ
０．５７３ ０．５５６ ０．５６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ｂｄ
３．７００ ４．３３５ ３．６５１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ｓｉｚｅ
０．０２９ ０．１７６ ０．４５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ｏｌｄ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ｒｉｓｋ
－３．６８０ －４．１３７ －３．５０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ｌｏｗ
０．０５５ ０．３５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Ｙｔ－１
－０．１５０ －０．１４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Ｙｔ－２
－０．１６３ －０．１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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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面板数据模型
（１） （２） （３）

混合ＯＬＳ 系统－ＧＭＭ 差分－ＧＭＭ

Ｎ １４９２９ １２０８８ １０９２４

ａｄｊ．Ｒ－ｓｑ ０．６０９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０．０００

Ｆ ０．８７７

Ｓａｒｇａｎ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 ０．６２７ ０．３５４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５．行业集中度和持股期限的交互项与基金业绩
由表４第６行可知，行业集中度和持股期限的交互项与基金业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００２２、－０１１３和－００８３，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持股期限越长，越会加剧行业集中度对基
金业绩影响的负相关程度。也说明基金经理虽然凭借自身信息优势获取了某些市场信息，并且对集

中投资的行业信息进行了分析和利用，但是在投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容易引发

羊群行为、正反馈交易等非理性短视投资行为的发生，进而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同时，随着持股

期限的延长，行业集中度对基金业绩的边际影响程度会加大，这进一步加剧了行业集中度对基金业绩

影响的负相关程度。

表４　行业集中度与持股期限交互项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面板数据模型
（１） （２） （３）

混合ＯＬＳ 系统－ＧＭＭ 差分－ＧＭＭ

ａｒｅａｇ
０．０３９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ａｒｍｍｈ３
－０．１１９ －０．２８７ －０．１８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ｇｃｈｆｃ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ａｒｍｍｈ３×ａｇｃｈｆｃ
－０．０２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ｊｚ
０．５７２ ０．５５１ ０．５５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ｂｄ
３．６９５ ４．３００ ３．６３０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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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面板数据模型
（１） （２） （３）

混合ＯＬＳ 系统－ＧＭＭ 差分－ＧＭＭ

ｓｉｚｅ
０．０２９ ０．１９５ ０．４８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ｏｌｄ
－０．０６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ｒｉｓｋ
－３．６７４ －４．０９４ －３．４７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ｌｏｗ
０．０５６ ０．３４６ ０．１２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Ｙｔ－１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Ｙｔ－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Ｎ １４９２９ １２０８８ １０９２４

ａｄｊ．Ｒ－ｓｑ ０．６０８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０．０００

Ｆ ０．７６２

Ｓａｒｇａｎ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 ０．２９４ ０．５９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和５％的水平上显著。

６．个股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基金业绩
由表５第６行可知，个股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的交互项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

关系数为０．０３６、０．１０８和０．０７２，且均在１％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个股集中度与行业集中度的共
同作用对基金业绩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效果，即交互项越大，基金业绩综合收益越高。个股集中度和行

业集中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及对未来市场的看法。集中度较高说明基金经理相

信采取集中投资策略能够带来基金业绩综合收益的提高，对自身选择的股票和行业有较大自信，因此

将大部分资金集中投资于这些具有市场发展潜力和内在价值的股票和行业上，坚持长期集中持有。

另外，交互项的大小也表明个股集中度与行业集中度对基金业绩影响的调节和促进作用。个股集中

度可以调节行业集中度对基金业绩影响的负相关程度，而行业集中度则会促进个股集中度对基金业

绩影响的正相关程度，两者的共同作用使其交互项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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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个股集中度与行业集中度交互项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面板数据模型
（１） （２） （３）

混合ＯＬＳ 系统－ＧＭＭ 差分－ＧＭＭ

ａｒｅａｇ
０．０４７ ０．１４２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ａｒｍｍｈ３
－０．１３３ －０．３１６ －０．２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ｇｃｈｆｃ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ｅａｇ×ｆａｒｍｍｈ３
０．０３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ｊｚ
０．５７３ ０．５５６ ０．５６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ｂｄ
３．７１１ ４．３６９ ３．６７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ｓｉｚｅ
０．０３４ ０．２１０ ０．４８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ｏｌｄ
－０．０６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ｒｉｓｋ
－３．６９ －４．１６９ －３．５２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ｌｏｗ
０．０５６ ０．３５４ ０．１２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Ｙｔ－１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Ｙｔ－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Ｎ １４９２９ １２０８８ １０９２４

ａｄｊ．Ｒ－ｓｑ ０．６１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０．０００

Ｆ ０．９４５

Ｓａｒｇａｎ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 ０．６７９ ０．３２９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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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控制变量与基金业绩
对于所有控制变量，在三个模型中对基金业绩综合收益的影响符号未发生改变，系数值也较为接

近，实证结果见表２第６－１１行或表３至表５第７－１２行。市场基准收益率与基金业绩综合收益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基金市场走势越强，基金收益越明显。可见，中国基金经理的业绩收益
受到市场走势的强烈影响。年化波动率与基金业绩综合收益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拉高
基金波动率能够带来基金业绩综合收益的提高。基金规模与业绩综合收益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
关，说明基金规模越大，业绩收益越好，表明当前中国开放式股票型和偏股型基金正处于规模经济的

发展阶段，基金未来收益受规模的影响较大。基金年限与业绩综合收益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表明基金的年限越长，业绩综合收益越低，原因在于中国基金经理跳槽频率较高，使得投资者对所持

有的基金失去信心，加大了业绩综合收益的不确定性。风险与基金业绩综合收益在１％ 的水平上显
著负相关，说明风险增大会阻碍业绩综合收益的提高，基金风险越大，成本越高，进而业绩综合收益下

降。资金净流量与业绩综合收益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适当的资金流入市场，能够加快市
场内资金的流动速度，带来基金业绩综合收益的提高。

（三）稳健性检验

１．加入月度复合回报
加入月度复合回报作为基金业绩综合评价的指标之一，再次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得到新的基金业

绩综合收益指标，将新的基金业绩综合收益指标作为基金业绩进行实证分析，更好地拟合了基金业绩

综合收益。由新的实证结果可知，得出的各变量系数符号与原实证结果得出的各变量系数符号一致，

且系数值相近。由于新的研究结果与原有研究的结果一致，因此说明本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稳健性。

２．加入平均收益
以平均收益①作为新的基金业绩衡量指标，代入静态混合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

分析。由实证结果可知，各变量系数符号与本研究的变量符号一致，且系数值也非常接近，因此可以

认为新的检验结果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再次说明本研究结论经得起稳健性检验。

五、主要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以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中国开放式股票型和偏股型基金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基金经理的持股集中度
（包括个股集中度及行业集中度）和持股期限对基金业绩的影响，通过引入三种交互项探究交互项的

共同作用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程度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个股集中度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个股集中度越高，基金业绩在
综合收益中越能够取得较好表现，该结论与 Ｉｖｋｏｖｉｃ′等（２００８）［２６］、Ｈａｌｌ和 ＭｃＶｉｃａｒ（２０１１）［２７］、梁斌等
（２００７）［２］、解洪涛和周少甫（２００８）［２８］、朱宏泉和李亚静（２００８）［２９］以及仇永德（２０１０）［３０］的研究相同，
基金经理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和专业投资能力获取超额利润，表明基金经理具有较强的选股能力。

行业集中度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在１％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该结论与解洪涛和周少甫（２００８）［２８］、孔东
民等（２０１０）［１３］、于全辉和孟卫东（２０１０）［３１］以及廖长友（２０１３）［３２］的研究相同，表明基金经理在投资
过程中为了追求短期业绩，过度集中选择热门行业投资，这会存在一定的羊群行为和正反馈交易等非

理性集中投资行为。同时，由于基金经理对自身投资能力过度自信，容易引发对现实热点行业盲目投

资的行为，这些非理性投资行为将会对基金业绩综合收益产生负面影响。而持股期限对基金业绩的

影响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持股期限越长，基金业绩综合收益表现越好，也验证了以巴菲特为
代表的价值投资理念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适用性。

第二，个股集中度与持股期限交互项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二者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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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对基金业绩产生了正面影响。基金经理通过信息优势和专业投资能力，选择集中投资和价值

投资策略，长期集中持有被市场低估且具有内在价值的股票，随着持股期限的延长和持股集中度的提

高，集中投资和价值投资策略的作用会更明显，最终获得良好的基金业绩。

第三，行业集中度与持股期限交互项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在１％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延长持股
期限会加剧行业集中度对基金业绩影响的负相关程度。主要原因是基金经理在投资过程中为了追求

短期业绩收益，会盲目对现实热门行业进行投资，加上对自身投资能力的过度自信，容易引发羊群行

为和正反馈交易等非理性投资行为，进而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基金经理存在非理性集

中投资行为的前提下，持股期限越长越容易加剧行业集中度对基金业绩影响的负相关程度，最终导致

基金业绩下滑。

第四，个股集中度与行业集中度交互项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二
者的共同作用有助于基金业绩的提高。基金经理凭借平台信息优势和专业投资能力，采取集中

投资策略投资于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的股票和行业，最终获得超额收益。个股集中度和行业集中

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及其对未来市场行业的看法，投资集中度越高，表

明基金经理对精心挑选出来的股票和行业更为自信，并希望通过重配这些股票和行业获得超越

市场基准的超额收益。

（二）对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提高个股集中度的集中投资策略与长期价值投资理念对于中国开放式股票型和

偏股型基金较为有效，因此提出如下投资建议：

第一，对于基金经理而言，在投资策略的选择上，应遵循长线价值投资理念和集中投资策略，长期

集中持有被市场低估且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的股票，但也要防止因心理偏差等问题带来的非理性行为

对基金业绩造成的负面影响；在集中投资组合上，应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和专业投资能力，遴选具有

内在价值的股票和行业进行集中投资，加强对个股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的共同持有。一般而言，对于

防御型行业、增长型行业的龙头企业更为适合采取长期集中投资策略，而对于周期性行业、新兴行业

的企业则不适宜采用长期集中投资策略。此外，价值投资并不等同于“持有＋躺平”，从根本上是强调
“市场价格＜内在价值”，在市场价格小于内在价值时择机建仓或加仓，在市场价格远远大于内在价值
时择机减仓。

第二，对于基金投资者而言，要选择与自身风险相匹配的基金产品，建立适合自身风险偏好

的投资策略。建议大多数非专业投资者通过选择适合自身投资风格的基金以分散投资风险，在

可承担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追求最大投资收益，另外，在基金投资风格偏离价值投资理念时应及

时退出观望。由于股票型和偏股型基金的投资风险偏大，基金投资者在投资之前应了解所投基

金产品在过去一段时间的风险波动率，研究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和投资能力，做好基金综合收

益波动的心理准备。

第三，对于基金管理机构而言，应积极普及集中投资策略和价值投资理念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运

用。由于个股集中度和持股期限以及个股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的共同作用均能够带来基金业绩综合

收益的提高，因此，建议基金管理机构积极鼓励基金经理在投资过程中采取集中投资和价值投资策

略，在具备信息优势和专业投资能力的基础上合理配置持股集中度，适当延长持股期限，以充分保障

基金业绩综合收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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