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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三，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破

除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第四，推动农

业现代化， 统筹城乡发展。 长期以

来，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业和

农村为城镇发展作出了牺牲。 在新

型城镇化过程中， 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应该相互支持，协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十年城市房价

的上涨对其他行业造成挤压。地价上涨

对生产成本的抬升，也构成我国潜在增

长率下行的压力之一。 因此，抑制城镇

房价和地价的上涨有利于增加长期的

经济增长潜力，促进城镇化进程。

中国证券报：计划生育政策会有

调整吗？

彭文生： 基于人口变动对于经济

的深刻影响，从政策角度看，保持人口

的长期均衡发展是一个合适的目标，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这一目标。 计划

生育政策未来

5

年放松的概率较大，但

小幅的放松 （比如一对夫妇生两个小

孩）对我国未来

10

年的人口总量和人

口结构影响较小； 从人口结构的角度

看，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最终

政策大幅放松的可能性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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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发展投资账户

平安保证收益投资账户

平安基金投资账户

平安价值增长投资账户

平安精选权益投资账户

平安货币投资账户

2月 8 日 2月 18 日 2月 19 日 2月 20 日 2月 21 日

买入价

2.7155

1.5353

2.9998

1.8437

0.7622

1.2000

卖出价

2.6623

1.5051

2.9410

1.8076

0.7472

1.1765

买入价

2.7066

1.5367

2.9813

1.8476

0.7593

1.2015

卖出价

2.6536

1.5065

2.9229

1.8114

0.7444

1.1780

买入价

2.6807

1.5368

2.9363

1.8454

0.7442

1.2014

卖出价

2.6282

1.5066

2.8788

1.8093

0.7296

1.1779

买入价

2.7001

1.5370

2.9693

1.8462

0.7570

1.2013

卖出价

2.6472

1.5068

2.9111

1.8100

0.7421

1.1778

买入价

2.6744

1.5371

2.9244

1.8450

0.7495

1.2017

卖出价

2.6220

1.5069

2.8671

1.8089

0.7348

1.1782

2000年 10 月 23 日

2001 年 4 月 30 日

2001 年 4 月 30 日

2003 年 9 月 4 日

2007 年 9 月 13 日

2007 年 11 月 22 日

投资账户设立时间

投资账户名称

中国平安人寿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下次评估日期为 2013 年 2 月 28 日

本次评估日期：2013 年 2 月 21 日

投资账户名称

稳健投资账户

平衡投资账户

进取投资账户

买入价

1.8168

2.7234

3.6430

卖出价

1.7812

2.6700

3.5715

投资账户设立日

2001 年 3 月 31 日

2001 年 3 月 31 日

2001 年 3 月 31 日

以上数据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说明：

1、平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和平安汇盈人生团体投资连

结保险设稳健投资账户、平衡投资账户、进取投资账户，供投保平

安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和平安汇盈人生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

团体客户选择。

2、本次投资单位价格仅反映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以往的

投资业绩， 并不代表未来的投资收益。 客户可以通过本公司的全

国客户服务热线 95511、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网站： （http://www.

pingan.com）、客户服务柜面以及保险顾问查询相关的保单信息。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投资连结保险 (团险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搜索引擎市场混战 资金青睐移动端

□

本报记者 姚轩杰

近日，一则 “‘即刻搜索’

将裁员百人， 两年花掉

20

亿

元，并质疑团队领头人邓亚萍

不懂搜索行业”的消息引发轩

然大坡。 搜索国家队、使用率

几乎为零、无营收却有

3000

万

元利润，这让诸多业内人士感

叹，在互联网领域，不差钱的

国家队还是菜鸟。

事实上，虽然搜索引擎市

场混战不止，但百度独大的局

面依然难以改变，因此，鲜有

公司敢进入挑战既有格局，风

险投资者基本撤出了该领域。

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

普及，移动搜索开始成为新宠。

但搜索老大百度能否在手机屏

上继续独领风骚尚未可知。

国家队搜索少人问津

有消息称， 即刻搜索到现

在基本没有收益， 领导不满意

人浮于事，于是，一张百人裁员

名单出炉了。还有网友爆料，即

刻搜索两年花掉

20

亿元。

对此， 即刻搜索回应：没

有裁员决策， 目前在职员工

451

名，今年

3

月将有

40

名应届

毕业生入职，另有几十个空缺

岗位进行社会招聘。 但没有回

应两年内是否花掉

20

亿元。

“即刻搜索” 的前身是人

民网推出的“人民搜索”。

2010

年

9

月，“乒乓女皇” 邓亚萍任

人民搜索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

6

月

20

日，运营

1

年后的“人民搜索”使用新域

名“

jike

”。

2012

年

6

月

19

日，“即

刻搜索”全新改版。

但

IT

数据平台

CNZZ

数据

显示，

2013

年

1

月， 国内搜索引

擎市场上， 百度的使用率和占

有率均超过

70%

，

360

、谷歌、搜

搜等瓜分残羹冷炙。 “即刻搜

索”没能排进前

10

位，占有率低

于万分之一，使用率几乎为零。

有人调侃说，“邓亚萍做搜

索引擎的难度跟李彦宏要拿乒

乓球世界冠军差不多。”其实这

正说明，在互联网领域，国家队

必须明白自己只是新手。

有业内人士表示， 搜索引

擎市场已接近饱和， 连百度这

样的巨鳄都面临衰退，

360

搜

索、搜狗呈上升态势。移动互联

网时代， 搜索引擎市场将迎来

一场新的争夺战。

搜索市场混战不止

在搜索领域， 似乎永远不

缺搅局者。

从撤资搜狗到推出自有搜

索， 爱凑热闹的阿里没有错过

国内搜索的这场混战， 马云的

搜索梦一直在路上。近日，已低

调研发

4

年的阿里云搜索浮出

水面。阿里巴巴方面称，阿里云

搜索与中国雅虎搜索使用的是

同一套搜索服务， 由阿里云团

队自主研发。

目前， 国内互联网巨头正

陷入搜索混战。

360

以“挖渠道，

建渠道” 战术从百度身上拿走

了

10%

的市场份额， 位居国内

搜索市场份额第二。 为抑制其

力量，百度、腾讯合纵连横，通

过共同投资金山补强安全，来

抄

360

安全业务的后门。 此外，

百度、 腾讯也试图希望通过投

资搜狗来牵制

360

。

有互联网观察人士指出，

今日之搜索市场除了百度、搜

狗、

360

三个主要玩家外， 其他

都是打酱油的。搜搜和爱问、有

道和中搜，份额太小，还不足以

影响局势；即刻和盘古搜，人家

根本没琢磨跟你玩； 必应和雅

虎，还在水土不服。

在中国，百度在搜索技术上

是领先的，但百度的技术还并未

进化到有能力在百度之上重建

一个百度的境界。 换句话说，百

度面对挑战时的惊慌失色，正是

其技术根基不牢固所致。

近期搜狗“绯闻”缠身，这

源于其微妙的江湖地位： 中国

搜索市场的格局里， 搜狗夹在

百度、

360

和腾讯之间， 体量最

小，但却是一枚最关键的棋子。

搜狗

CEO

王小川表示，搜

狗

2013

年的战略目标是：趁百

度和

360

鏖战之际， 搜狗完全

可以在攻守两侧出击，腾挪出

更大的生存空间，乃至尽快完

成早已确定的独立上市目标。

而最近网传阿里巴巴入股

新浪微博， 可能意味着阿里巴

巴除了电子商务外， 开始发力

独立的社交

+

搜索的业务，挑

战百度单一的搜索模式。

一直以“挑战者”形象攻击

对手的奇虎

360

董事长周鸿祎

则更不是“省油的灯”，未来在

浏览器和搜索市场将会继续

抢占百度的份额。

不过， 业内人士认为，虽

然搜索市场混战不止，但百度

一家独大的格局在短时间内

难以改变。

移动搜索成“新大陆”

百度并不是“固若金汤”，

在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的背

景下，移动搜索成为新宠。 王

小川认为，移动搜索未来的价

值会比在

PC

端更重要。 传统互

联网巨头在移动端，尤其是移

动搜索并无绝对优势，小企业

又缺乏资金，不能进行持久耐

力赛，这使得有技术创新的企

业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

但移动搜索本身也需要改

变，首先是界面不友好，在

PC

里

面可以给用户十条链接，用户一

条条打开看， 但换到无线搜索

时，效率这关就过不去，操作成

本很高。 这也让人意识到，纯粹

按照原来的模式做搜索，这条道

路空间有限。 所以未来，谁颠覆

搜索的技术架构、 商业模式，谁

就可以成为下一个“百度”。

而该市场的潜力引起风险

投资的高度重视。 去年

3

月，已

投资

Facebook

和

Spotify

等高科

技公司的李嘉诚旗下的风投公

司

Horizons Ventures

，向移动搜

索技术公司

Everything.me

投资

350

万美元。

Everything.me

位于以色列

特拉维夫， 但目前关注的是美

国市场，并在开发

iOS

、

Android

和

Windows Phone

版。这家成立

两 年 的 公 司 已 从

Horizons

、

Draper Fisher Jurvetson

获得了

1250

万美元投资， 可见风险投

资对该领域的前景非常看好。

在

2011

年

4

月，国内移动搜

索领军企业宜搜科技宣布已完

成新一轮融资， 融资金额超过

2000

万美元。 本轮融资由软银

中国领投， 联电弘鼎创投等知

名企业也参与投资。此前，宜搜

已进行了三轮融资， 共获

2000

万美元注资。

而近期， 百度一直在并购

移动浏览器市场份额第一的

UC

浏览器，抢占移动互联网入

口。新浪、阿里巴巴也在寻找类

似的优质企业。

VC/PE

进军公募基金

大资管时代临近

□

飞鹏

2013

年注定是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不平凡的一

年。

2

月

18

日，证监会发布《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以下简称 《规

定》）。《规定》明确表示符合条件的股权投资管理机

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等其他资产管理机构可以开

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这一规定意味

着能参与公募证券投资领域的机构进一步扩容，

“大资管”模式日渐清晰。

《规定》第十六条指出：“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创

业投资管理机构等其他资产管理机构符合本规定

第五条、第八条规定条件，申请开展基金管理业务

的，比照本规定执行。 ”清科研究中心观察到在《规

定》的第五条与第八条中有三点硬约束，可能会对

VC/PE

机构进军公募证券投资行业造成一定障碍。

首先，“具有

3

年以上证券资产管理经验，最近

3

年管理的证券类产品业绩良好。 ”大部分

VC/PE

机构

主要参与股权投资，并没有证券投资经验，因此，绝

大多数

VC/PE

机构短期内无法进入到公募证券投资

领域。 但有部分

VC/PE

机构具有二级市场业务经验，

这部分机构有望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机构。

其次，“最近

3

年证券资产管理规模年均不低于

20

亿元。 ”

VC/PE

机构涉及证券资产管理主要有两种

途径，一是通过所投资企业

IPO

，除

2012

年外，

2010

年及

2011

年

IPO

情况较好，市盈率相对较高；二是通

过对上市公司进行投资。按照这两条统计口径来看，

此条规定对大型

VC/PE

机构并不构成太大限制。

最后，“

VC/PE

机构应该是基金业协会会员。 ”

目前已有部分

VC/PE

机构加入基金业协会， 如弘

毅、深创投、中信并购基金、久银投资、深创投、同创

伟业、新沃投资、中科招商、复星、赛富、君丰等十余

家

VC/PE

机构。

清科研究中心认为，从

2011

年以来，监管层陆

续出台多项措施，发展资产管理的混业经营。 无论

是允许保险公司、公募基金涉足

VC/PE

领域，还是

如今放开

VC/PE

机构涉足公募证券投资业务，以及

同意期货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无不体现着这

一立场。

清科研究中心认为，《规定》 会在几个方面对

VC/PE

行业产生影响。

从行业层面来讲，目前公募基金、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以及

VC/PE

机构均已经或即将可以从事一

二级市场投资，市场藩篱被打破。随着时间的推移，

资产管理行业竞争将趋于多元化，如大型综合资产

管理机构与小型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并存，投资产品

种类会不断丰富。

从

VC/PE

行业内部来讲，《规定》的出台会加剧

行业内部的分化程度。 一方面是规模分化，如大型

机构由于自身实力较强，一旦开展公募基金领域的

投资，资产规模会更加庞大；另一方面是方向分化，

随着时间推移，部分

VC/PE

机构将发展为一二级市

场并重的投资机构，部分

VC/PE

机构将继续深挖一

级市场投资机会，专注自身投资领域。此外，由于大

部分

VC/PE

机构目前尚无法满足证监会对于公募

基金业务的准入要求， 因此在短期内，

VC/PE

机构

还处于准备阶段。

监管权归属问题。 早在新基金法出台之前，关

于

VC/PE

监管权的辩论一度甚嚣尘上，最终新基金

法并未将

VC/PE

行业纳入监管范围。 《规定》 出台

后，一旦

VC/PE

机构展开公募证券投资业务，那么

其必然要受到证监会监管，而目前

VC/PE

从事股权

投资由发改委监管，届时两个监管机构如何进行分

工合作有待解决。

VC/PE

机构涉足公募证券投资业务还涉及信

息隔离问题。 即

VC/PE

机构同时涉足一二级市场，

为防止内幕交易、利益输送、操纵股价等不法行为，

有必要在不同业务部门间设立防火墙机制，以避免

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而目前相关规定尚待完善。

对

LP

来讲，《规定》 的出台意味着

LP

的资金多

了新的投向。 由于参与

VC/PE

行业的投资者资金量

较大，本身就有分散投资的需求。 开放

VC/PE

机构

从事证券投资之后，

LP

会有更多选择去完善自身

的资产配置。 从这一角度来说，综合性的

VC/PE

在

资产配置方面对

LP

更有吸引力。

工信部开闸通信转售

“虚拟运营商”将成现实

□

陈斯文

工信部

1

月

8

日公布的《移动通信转

售业务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 已结

束为期一个月的意见征集，这意味着讨

论多年的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即将启动。

作为支持引导民资进一步进入电信业

的首个举措，试点方案将成为中小民间

资本切入电信业的绝佳机会。

据悉，工信部就正式方案正加速推

进出台，已基本完成包括整体框架和具

体实施细则在内的一整套方案， 预计

3

月起可接受企业申请， 最快

5

月发放首

批运营牌照，试点期初定两年。

试点方案的出台，意味着“虚拟

运营商”将成为现实。 所谓虚拟运营

商，简而言之，即企业将可从电信、联

通、移动三大基础运营商手中，租用

号码、时间、网络等资源，再将其与自

己提供的服务捆绑包装，向终端用户

进行销售。

根据《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要

求， 拥有移动网络的电信运营商，在

试点期间至少与两家以上转售企业

签署合作协议并开展合作。 这意味

着，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这三家基础运营商之外，未来会有至

少

6

家民企成为虚拟运营商。对此，工

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张峰表示：“民

营企业运行机制灵活，对市场反应敏

捷，决策速度快，创新力强。引入民间

资本后，相信能够为推动电信行业发

展进一步增添活力。 ”

在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后，即有多

只通信信息概念股连续涨停。随即便

有包括天音通信、朗玛信息在内的多

家企业发布公告，表示将积极申请通

信转售资质。 根据征求意见稿，申请

参与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相关的公司

需要有着与三大基础运营商的长期

联系。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指出，以

下三类合作者获取首批虚拟运营商

牌照的可能性最大： 一是苏宁电器、

天音通信这样的原销售渠道合作商；

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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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泰岳这样的原产业链

合作商；三是阿里、用友这样的综合

应用方案提供商。

这三类企业与基础运营商能

够优势互补，同时避免直接在业务

上的竞争。 另外，这些有意向成为

虚拟运营商的民企， 本身在渠道、

用户、服务以及品牌影响力方面具

有先天优势，甚至在日常运营过程

中， 与电信运营商早已展开合作，

双方业务往来互动经验丰富。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向

记者表示：“民间资本的进入会激

发市场活力，竞争主体的增多必然

带来竞争强度的提高。 因此，随着

虚拟运营商的出现，资费下降将成

为必然。 用户在拥有更多选择的同

时，将享受到更丰富的业务。 ”

随着微信等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基础运营商的语音、 短信业务遭受到

严重冲击， 运营商亟须另辟蹊径寻找

到新的突破口。 四川通信设计院高级

咨询师程德杰博士表示：“《试点方案》

的出台， 短期内不会对基础电信运营

商造成实质性影响， 且有助于消弭国

内电信业垄断指控， 激活电信运营商

的创新能力。 ”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

民间资本的进入能给其输送新鲜的血

液和开放性的思维， 正是推动传统电

信供应商转型的良好契机。因此，未来

入局的新竞争者民营企业， 其与运营

商将是竞合关系，将更好地实现共赢。

事实上，在全球范围移动虚拟运

营商已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电信商

业形态。 据统计，全球目前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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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参考国外

移动虚拟运营商成熟的模式，企业必

须针对细分市场进行业务创新和服

务创新，通过开展移动定制服务增强

用户体验，以更好的信息服务产品提

升品牌，为客户创造独到的价值和专

属的服务，这样才可能获得比较高的

议价能力，进而实现盈利。

电信行业破除垄断，引入公平的

市场竞争机制，无论对于行业还是社

会公众，均是利好消息。不过，电信业

在恢弘的发展前景下，虚拟运营商与

基础运营商能否取得共赢，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虚拟运营，还有待于政策的

进一步细化和模式的明晰，而过多的

政策限制将影响虚拟运营商的业务

创新和试点目标的达到。

CFP图片

� � � �结合技术面调整压力，前期大涨的权重股恐将

步入休整， 不甘寂寞的做多资金很可能转向小盘

股，抓大放小或为操作主旋律。值得一提的是，前期

银行股的独大在一定程度上缘于资金在推高银行

股的同时做多期指。同样，银行股高高在上之后，不

排除资金同时抛售银行股和做空期指，继续获取双

重收益。 银行股剧烈波动之下，指数与个股的背离

或将加剧。

个股时间宜把握三条投资主线：首先，随着年

报大幕的拉开，年报业绩优良和高送转的股票值得

重点关注；其次，基于削峰填谷的规律，前期滞涨的

优质中低价股存在补涨机会；最后，震荡市是主题

投资的黄金期，军工、环保、农业现代化等具备政策

支撑和资金关注度的主题概念股有望强者恒强。

千金难买牛回头

� � � �其中， 花旗集团所持民生银行股

份占民生银行

H

股的比例从

1

月

3

日的

9.2%

下降至

2

月

8

日的

6.98%

。摩根士丹

利披露， 其持有民生银行股份的数量

占

H

股股本的比例从

2012

年

12

月

14

日

的

7.44%

， 下降至

2013

年

1

月

29

日的

4.83%

。 以金融板块占据股指的比重，

控制金融股显然能极大影响股指。

“在境外成熟市场磨炼出来的外

资动向和炒作手法， 比如如何锁定利

润、规避风险值得关注。 ”李扬说。

牛私募暴跌日获利2%

嗅觉一向灵敏的私募基金已经提

前闻到了异样的味道。春节前，深圳一

家资产公司负责人透露，在

2

月

1

日，虽

然团队内部分歧很大， 不过鉴于市场

的风险，还是选择全部清仓了银行股。

上述人士仍是做多赚钱思维，而在

本周暴跌的情形下，有更敏锐的私募则

通过反手做空获利。 周四盘后，中国证

券报记者给熟识的私募打了一圈电话。

意外的是，对于当天的大盘，深圳私募

老李全无一般私募沮丧的心情。 “唯一

遗憾的是，空单放得不够狠。 ”

老李掌控着两只私募对冲基金，

一只是全对冲，另一只是零和对冲。 他

透露，本周三、周四两个交易日，全对

冲的产品全力抛售金融股后， 立即加

仓期指空单。通过这种模式，其管理的

基金一天就获利

2%

。

暴跌在摧毁市场之前做多赚钱的逻

辑。 “不仅仅是银行地产，好几只大资金

在做的股票同时出现暴跌， 这让人很意

外。 ”深圳一家中小私募基金老刘表示。

事后分析只是在为市场下跌寻找

合理的逻辑， 而真正的原因仍要从市

场力量结构的变化去观察。 回顾过往

一年介入市场的增量资金， 能左右市

场增量资金的非

QFII

莫属。 老李分析，

“由于大量的外资涌入

A

股， 市场的结

构已发生变化， 这导致市场的操作手

法随之而变。 外资机构的手法普遍凶

悍，做多、做空的力度都相当大。 ”

如果参考周四香港市场的变化，更

能寻找到

A

股被外资做空的痕迹。 香港

一位对冲基金投资经理表示，

A

股银行

股的周四暴跌，显然与周三（北京时间周

三晚）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有关，纪要

显示美联储内部对继续实施

QE3

产生分

歧，而美联储将于

3

月份考虑是否调整量

化宽松政策。 正是对流动性收紧的担

忧，使得欧美资金恐慌性回流。

再回主题投资

从板块上看， 主题投资或成为私

募调仓的青睐品种， 而这正是私募一

贯擅长的领域， 本周以来的市场表现

也印证了这一点。

王亚伟“私奔”后，立即成为风向

标式私募。 继南京新百参与认购其私

募产品后，光正钢构

2

月

8

日公告，拟以

2000

万元认购王亚伟管理的私募产

品。由于王亚伟一直刻意保持低调，外

界仅能从公开资料寻找其投资路径。

有意思的是，王亚伟在华夏基金时，即

参与了光正钢构的新股申购， 并从中

获取超过一倍的收益。有分析认为，王

亚伟喜欢吃“回头草”，很多他原来参

与过的股票，现在都有可能成为标的。

在近期广为流传的程定华与徐翔的

谈话录音中，曾折戟白酒股的徐翔仍念念

不忘白酒股。徐翔问程定华，“白酒为什么

要在经济没有强复苏的时候起来？ ”有意

味的是， 程定华回答，“因为现在便宜，一

季度的数据， 可以看出去年塑化剂的冲

击。 经济不复苏，不玩白酒玩什么？ ”

除徐翔外，在投资线索上，展博投

资总经理陈锋强调从宏观上去考虑，

一是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城市的管理

效率亟待提高， 比如建设智慧城市和

宽带网络， 由此带来相关行业的投资

机会； 二是经济发展会让老百姓过上

更加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 包括节能

环保建设。 根据这些线索去找投资机

会，比如消费、服务和医疗行业，未来

一定会出现不少牛股。

当然做多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圆

融方德投资高级研究员尹国红指出，

股指期货作为资金主战场的地位日渐

清晰，而控制金融、地产股是决胜期指

市场的关键。

暴跌日牛私募净值升

2%

移仓换股重玩主题

Style

彭文生：人口政策已到调整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