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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确定信托投资限制 

 

在信托投资流程中, 撰写投资策略说明(Investment Policy 

Statement, IPS)是首要的工作, IPS 中要反映信托的收益与风

险的目标, 选择外部管理人的流程以及信托投资中的限制

等。 

 

IPS 通常会具体量化投资目标, 例如: 每连续三年的平均超

额收益达到何种水平、追踪误差控制在什么范围内、组合的

年化波动率控制在什么数值之下等。而投资管理人须运用风

险管理将市场的投资机会按其风险报酬加以配置, 以达成

目标。 

 

虽然可以通过风险和收益两个维度对投资目标加以描述 , 

但是单单这两个维度也无法完全描绘出投资者的投资要求

和愿望, 所以还要在 IPS 中加入投资限制这一项。在形成投

资策略以及进行投资管理的过程中, 每个信托都有一系列

的需求和期望待达成, 这些需求和期待就是投资限制可以

覆盖的内容。 

 

信托通常比单个投资者更受限制。受托人因负有受信义务, 

一般都比个人投资者更加注意规避风险。 

 

投资限制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投资选择的范围。一般而言, 投

资限制会妨碍有投资管理能力的管理人获取更高收益, 但

是为了体现授予人或受益人的偏好, 或者为了更好地控制

信托投资的行为, 投资限制还是必须要有的。 

 

投资限制可以分为内部投资限制和外部投资限制, 内部投

资限制由投资者决定, 外部投资限制由外部机构, 比如监管

机构决定。 

 

私人客户及财富管理——信托管理: 投资管理(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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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投资限制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1) 投资期限; 

2) 流动性; 

3) 税收; 

4) 法律及监管; 

5) 其他特殊情况。 

 

3.2.1 投资期限 

 

投资期限是指达成投资目标的时间。一般来说, 投资期限越长表明投资者风险容忍度越高。

比如, 投资期限为 6 个月的股票投资可能显得比较不理智, 因为 6 个月里股票一旦发生亏

损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挽回的。投资期限越长, 在期限内挽回损失的可能性才越大。 

 

另一个关于投资期限的常识是投资期限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 25 岁的投资者可能

愿意持有 75%的股票, 而 75 岁的投资者更适合持有 25%的股票。即投资期限越长, 能够承

受的风险越高, 或者年龄越大, 能够承受的风险越低。当然, 组合中不同资产的投资比例还

是取决于投资目标以及信托受益人的具体情况。 

 

信托通常会具体存续的时间, 那么信托的投资期限往往就有了总括性的指导, 所有具体投

资标的的选择也一定在总体的投资期限之内再行设定。 

 

在某些税制下, 证券的持有期限决定了投资盈利或损失是否被课资本利得税或所得税, 所

以投资期限会对税后投资收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总的来看, 投资期限会影响以下几个投资环节: 风险水平、投资范围、投资标的选择、投资

策略。所以投资期限是投资管理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3.2.2 流动性 

 

流动性是指组合中能够在某个期限内(通常是短期内)卖出或变现的部分。流动性一般分为

预期流动性需求和未预期流动性需求。 

 

预期流动性需求通过投资于高流动性证券来满足(比如给付信托管理费)。预期流动性需求

可以根据时机和额度是否已知作进一步划分。 

 

未预期流动性需求一般都会以在投资组合中留存一些现金头寸的方式来应对, 比如处理突

发事件(比如信托突然遭遇诉讼需要支付律师费用), 或者迅速把握投资机会等(有些投资机

会并非在市场中持续存在, 其出现有偶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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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投资房产时, 同等情况下, 全款购买人比需要抵押贷款的购买人往往更具优势, 因为全

款购买时流动性更高, 能更快完成交易。 

 

流动性也是有成本的。持有流动性高的资产而不是持有预期收益更高的资产会产生机会成

本, 尤其是在短端利率比较低、现金资产预期收益率比较低的时候。不过, 最主要的成本更

显现于组合内所持有证券缺乏流动性的时候: 某些挂牌交易的证券有买入价(bid-price)和

卖出价(ask-price), 两者间的报价价差(the bid-ask spread)实际上代表了流动性的价格。 

 

投资期限长的组合可以持有一些非流动标的 , 这些标的会产生流动性溢价 (liquidity 

premium)。某些类型的风险是可以得到市场补偿的, 比如流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美国

许多知名大学的校产捐赠基金(endowment)都大量投资非流动资产, 比如私募股权和对冲

基金等。流动性总是有价的, 所以承受非流动性的能力可以获得溢价。 

 

高流动性需求一般意味着低风险容忍度。在低利率环境下, 高流动性需求很可能会影响业

绩目标。因为低利率环境下现金资产和短期债券的收益率都会降低, 高流动性需求意味着

多配这些收益率低的资产, 所以组合的预期收益也需相应调低。 

 

3.2.3 税收 

 

对于高净值个人来说, 全球范围内的复杂税制为税务筹划、离岸银行和信托结构的运用提

供了额外的空间。税务筹划是能够有效提高税后投资收益的。 

 

税务筹划通常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节税型组合管理(比如通过低换手率最小化应税利润, 通

过已实现亏损抵消资本利得); 节税型结构(比如可扣税投资结构 (tax efficient wrappers) 和

离岸银行等); 根据利息、股息和资本利得税率的不同挑选投资标的和持有期限(比如持有某

标的 1 年以上以适用资本利得税); 财产税务筹划(比如通过信托来进行遗产税规划); 此外, 

也可以事先对组合做出安排, 以应对未来税制的变化。 

 

慈善性捐款可以通过慈善项目减轻税务负担。在许多国家非营利型机构可以享受更优惠的

税收政策, 信托对这类机构的捐助也能享受税收优惠。 

 

3.2.4 法律及监管 

 

投资管理行业的监管是严格的。法律和监管因素对于投资一定是有实质性影响的。法律和

监管限制包括组合管理过程中的限制(比如最高分派比例或者最小支出比例), 具体的资产

配置比例限制(比如持有低于投资级别债券的上限或持有现金比例的下限), 以及是否可投

资某类标的的限制, 有一些投资标的是完全被法律法规禁止投资的。从近年的实践来看, 

某些市场不定期地禁止卖空、或禁止卖空具体的某些行业。我们也见到另一些市场会因应

经济制裁或进出口限制而扩大其“实体清单”/“禁止投资名单”。受托人需密切关注此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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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并就此调节投资组合的构成、所使用的服务商(如某实体清单为 A 国所列, 并禁止 A

国券商协助交易清单上公司之证券, B 国的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使用 B 国的券商或 C 国的

券商来交易该等证券)等。 

 

3.2.5 其他特殊情况 

 

最后一类投资限制就是特殊或个别情况, 实际上该类别可囊括除前述几类限制以外的所有

残余项, 如果要对这个类别的投资限制举例的话, 难以穷尽。 

 

比如, 穆斯林投资者可能希望投资能够符合伊斯兰教义, 那么投资组合中就要加入道德层

面的限制, 比如不能放杠杆, 不能投资与酒精或者猪相关的公司, 不能赌博, 不能使用衍

生工具投机, 不能做日内回转交易。 

 

颇受许多信托青睐的还有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SRI), 或者可持续型投

资, 致力于在获取收益的同时增进社会福祉。SRI 一般会投资于支持环保、保护人权、保护

消费者和多样性的上市公司股票, 因为这类公司具有可持续发展预期, 因此可能产生具有

吸引力的长期收益。在进行投资标的筛选的时候, 一般会剔除那些涉及烟草类、酒精、赌

博、成人娱乐、军工以及虐待动物类的上市公司。 

 

从 SRI 进一步拓展开去还有 ESG (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即结合环境保护、社会责

任及公司治理的投资理念)。随着追求长期价值增长、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投资理念在资

产管理行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广泛关注, ESG 投资亦成为信托在选择投资标的时的主

要考量目标之一。很多国家和地区相继出台 ESG 或低碳环保的相关政策, 使得 ESG 投资理

念也更趋主流。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来袭、上半年全球市场巨震的环境下, 不少秉行 ESG 理

念的投资组合大幅跑赢了投资于同市场、同行业但未侧重 ESG 的组合。尽管样本的选取或

值得商榷、而 ESG 也暂时缺乏全球统一的细化标准, 但业绩上看似更优的结果更强化了普

通投资者对 ESG 的偏好。 

 

投资限制和投资目标是会随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因此, 设置投资目标和投资限制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必要时应定期进行评估。 

 

许多时候投资限制与投资目标中的“风险”相关联, IPS 也会设定量化的限制, 例如: 信用评

等 BB+或 Ba1 以下的债券不得超过组合的一定比例。合理的限制通常形成信托投资日常内

控的保护网, 但某些限制因过于僵化, 可能减弱信托积极利用市场机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

力。故受托人与授予人宜定期评估 IPS, 方便根据信托相关方的状况变化以及资本市场的变

化进行修正以便信托达成整体投资组合的目标。 

 

受托人应当充分了解投资限制对投资绩效的影响。根据 Grinold 与 Kahn 的《主动投资组

合管理的基本理论》(“The Fundamental Law of Active Management”), 产生超额收益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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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由两项因素所构成: 其一、预测超额收益的能力, 亦即投资决策的品质与数量; 其二、

投资决策的权重选择, 亦即建立能反映其投资决策之资产组合的能力。以公式表达如下: 

 

IR=IC*√BR*TC 

 

其中: 

- IR: information ratio 信息比率, 即每单位风险的收益, 衡量投资管理人的绩效; 

- IC: information coefficient 信息系数, 即每种投资决策与其实际执行结果的相关性, 衡

量投资管理人的预测能力; 

- BR: breadth 广度, 即投资管理人可获得超额收益之各种独立不相关投资决策的数量; 

- TC: transfer coefficient 转化系数, 衡量投资管理人将其投资决策转化成实际资产组合

的效率。 

 

如果要提高 IR, 除了改善投资预测之技巧及增加投资决策外, 投资管理人构建资产组合的

能力不会因投资限制而减弱这点也值得重视。当投资管理人按其投资决策建立资产组合的

能力因投资限制受损时, 投资限制将直接影响 TC, 进而影响 IR。当投资管理人因受到限制

而被迫承担不想要的风险时, 其投资绩效将减低。从这个角度而言, 相较普通的纯多仓公

募基金, 对冲基金可能业绩更优的原因之一即鲜少投资限制。对于许多信托而言, 在投资

目标与限制之间取得平衡是实现其目标的前提。 

 

我们来对投资限制可能造成的反效果举实例说明:  

 

在投资限制中, 成本最高亦即对获取超额收益最不利的是不得卖空。卖空的目的通常有二: 

其一、风险管理中藉之以管理风险期限或作为避险工具来保护资产组合的价值; 其二、利

用市场价格偏离合理价位之机会套利。 

 

如果投资管理人看空某种证券, 但因其权重低, 在无法卖空的限制下, 即使不投资, 部位

为零, 其获利也有限; 反之, 若看多某种证券, 且可以加码的幅度较大, 则获利将较可观。

虽然投资管理人对于不同证券的价格走势预测正确, 但看多的报酬率较看空者为高, 似不

合理。另一方面, 若投资管理人找到了超额收益的机会, 拟加仓某笔证券, 若不能卖空他笔

证券以降低同类证券持有比重, 可能产生额外风险, 逾越全体资产组合风险预算的目标。 

 

以货币管理为例, 假设投资每个主要市场及新兴市场货币其最高权数分别为 15%及 10%,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 GSAM) 曾根据历史资料建立最适货

币类别配置, 估计不同情况下的投资绩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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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 主要市场货币 新兴市场货币 是否允许做空 IR 信息比率 

甲 有 有 是 1.67 

乙 有 有 否 0.63 

丙 有 无 否 0.60 

丁 有 无 否 0.28 

 

由上表可知, 当增加投资币别并允许卖空时, 其绩效最佳。 

 

为了风控而设定了投资限制可能影响投资绩效, 除了上述不得卖空的例子外, 主要还有下

面九种不够恰当的限制类型: 

 

1) 尽管投资管理人采用的投资流程(决定买卖证券之种类及数量时所采用的方法及步骤)

不同, 但却因其投资之资产类别相同, 即给予相同的目标与限制。为分散投资风险, 可

以考虑选择不同投资策略的管理人, 这样由于其投资结果的相关性较低, 可以有效降

低组合风险。以股票为例, 以投资流程来分可以有自下而上的基本面投资法, 分析个

别公司的股价是否合理; 行业板块轮动投资法, 分析不同产业其股价之表现或自上而

下根据宏观产业政策来决定配置; 主题投资法, 利用评价模型分析不同的市场主题对

股价之影响。基本面投资法专注个别股票之选择, 投资策略说明应允许其可集中于少

数股票; 行业板块轮动投资法偏重产业的选择, 投资策略说明应允许其较大的产业权

重之偏离程度; 主题投资法注意不同产业、不同公司之分散, 依据数量模型按市场主

题对具体股票做加减仓的操作。上述仅提及投资流程, 实际上根据交易策略、组合分

散程度等还可细分种种。尽管底层资产均为股票, 不同风格、流程、策略的组合不可

同日而语。 

2) 具不同利率风险特质之金融工具, 却给予相同的限制, 例如: 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BS)中之 IO(interest only)与 PO(principal only)其利率头寸

差异大, 但投资限额相同。 

3) 具不同信用风险特质之资产, 却给予相同的投资限额。 

4) 禁止使用部分或全部衍生性商品, 例如: 可利用利率期货商品管理利率风险, 却不可

利用股票期货管理股票市场风险。 

5) 按金融衍生品之名义价值(nominal value)设限, 例如: 货币市场利率期货较债券市场利

率期货风险低, 宜按其实际风险头寸设限。 

6) 禁止投资特定证券。 

7) 设立整体资产组合的交易量上限, 虽然这样可降低交易成本, 但妨碍短期获利的操作

弹性。 

8) 限定投资标的按其发行机构来计算的总数。 

9) 设定最低现金余额。 

 

不当的限制可能令信托投资无法善用风险, 妨碍投资多样化, 不易执行风险管理。故宜定

期检讨投资限制, 反映授予人的目标, 达到投资限制应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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