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博：大数据将颠覆传统投资

本报记者 张昊

作为国内互联网大数据与金融投资相结合的最早应用之一，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已于近日在深交所正式挂牌，南方基金权益投资总监史博就此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专访。 史博表示，南方基金将传统的基于价值、成长、企业质量的因子与互联网大数据所能给予的股票热度预期、成长预期、估值提升预期相结合，利用南方基金量化研究平台将这些因子进行优化，最终诞生了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 大数据投资是对现有投资有效的补充，在这个补充基础上，大数据投资有可能对传统投资产生颠覆性影响。 作为对传统投资模式的有效提升，南方基金有信心通过对互联网大数据的研发和应用，为持有人创造更多的价值。

大数据投资潜力无限

史博表示，传统的主动投资和被动投资其实都是利用数据来发掘投资标的，而互联网时代为利用数据进行投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互联网大数据，不仅仅能够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更能反映市场参与者对于各种数据的反应。

中国证券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进行的金融投资，与传统金融投资相比有何不同？

史博：传统投资分成两大类：主动投资和被动投资。 主动投资又可以分成两大方向：基于基本面投资和基于技术分析投资。 从某种角度而言，传统投资都是基于数据的投资。 在基本面分析中，投资者注重的是企业经营数据的分析，企业历史经营效益、企业收入、企业毛利率、净资产回报等指标，都属于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技术分析更注重的是投资过程中不同投资者投资行为产生的数据，即由投资者共同形成的交易量的数据、股价变化的数据等等，这是技术分析进行投资的基础。 因此，主动投资本质也是基于数字的投资。

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网络财经大数据进行投资对传统投资而言不但是一种补充，甚至是一种超越。 因为投研基于的数据不仅仅是传统投资中企业财务报表的数据，也不仅仅是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形成的股票交易量、股票交易价格变化的数据，它同时也会特别关注投资者对交易数据如何进行反映，例如投资者对某个事件以及对公司相关报道的观点是什么 ，都会产生新一轮的数据，这就是基于数据的反映。 所以，大数据投资是对现有投资有效的补充，在这个补充基础上，大数据投资有可能对我们传统投资产生颠覆性影响。 随着数据量的增加，数据的分析也变得越来越难 。 南方基金力图通过有效的量化平台，将其和新浪财经大数据有效融合，通过这样的融合能够迅速分析我们获取的大数据，从而为投资做出贡献 。

i指数历史表现优异

近年来，互联网飞速发展 ，论坛、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媒介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互联网数据对于金融投资的价值也在逐渐显现。 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将传统的基于价值、成长、企业质量的因子与互联网大数据所能给予的股票热度预期、成长预期、估值提升预期相结合，利用南方基金量化研究平台将这些因子进行优化。 从历史数据回溯来看，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与现有的传统指数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

中国证券报：对于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国外有没有相关的研究？

史博：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从对事物的简单描述逐渐演变成人类行为模式的全面刻画，近年来基于社交平台和互联网搜索中用户行为被记录的数据，还被证明能够很好地映射出市场主体的情绪。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近年的一项研究成果更表明从Twitter信息中表现出来的情绪指数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走势之间相关性高达87%。 2014年牛津大学期刊发表的一篇文章表明，通过搜索分析投资者在网络发帖和评论中表现出来的观点 ，能够很好地反映多空态度，同样也能够有效地预测未来股市的收益。 美国市场大量有关金融和大数据成功结合的案例鼓舞了投资管理人。 作为最火的社交网络，Twitter拥有众多互联网使用群体的信息，因而其被大量的投资管理人视为大数据的最佳来源 ，并依此开发了相应的对冲产品 ，CAYMAN� ATLANTIC公司就是其中的翘楚之一。 CAYMAN� ATLANTIC在其官网上披露了旗下对冲基金的历史收益数据。 从2012年 7月该基金成立至2014年6月，基金的累计收益率达到了48 .36%，年化收益率为 21 .8%。 各种指标揭示了该基金在非常低的风险下，创造了相当高的收益。

中国证券报：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将怎样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因子来研究金融投资？

史博：南方基金现有的量化股票投资平台是基于价值、成长、企业质量等因子，这些因子会筛选股票的行业属性，筛选股票财务指标数据以及一些市场反映的数据。 现在，南方基金将把新浪财经大数据也结合进来，将个股的热度、新闻报道以及微博相关文章反映的市场情绪反映进来，同时找出股票的热度预期、成长预期、估值提升预期，这些预期将会影响股价将来的反映，把这些因子构建在一起 ，形成一个不同因子的权重，对权重进行动态优化调整，构成整个大数据指数构造的基础。

在指数的构成过程中，样本选择空间非常大，全市场所有股票中扣除三类股票：ST股票、*ST股票以及上市不满一年的股票（目前市场情况下上市不满一年数据量有时候不够充足，利用大数据平台分析偏差比较大）。

选股因子包括三大类：企业财务因子、大数据因子、市场驱动因子。 财务因子包括最新的市盈率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情况、企业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长率以及对这些指标变化的预测。 市场驱动因子包括股票近期的换手率、波动率、股票价格变化率以及成交量变化率。

对于新浪大数据因子，将根据新浪财经频道下的股票页面访问热度计算单个股票的热度得分、根据财经频道下的新闻报道正负面影响计算单个股票新闻报道得分、根据股票在微博上的正负面文章影响计算单个股票微博得分，综合上述得分并根据历史回测优化结果作为大数据因子得分。

南方基金利用自身强大的量化研究平台，将上述因子进行优化后 ，最终创造出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i指数）。

通过对 i指数的历史收益表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 ，从2001年至今，对大数据100、300等权重指数进行回溯 ，并将回溯指数和创业板指数、中小板指数、深证 100、沪深300等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大数据 100指数过去5年累计收益有222 .4%，大数据 300指数的收益为 141 .58%，远远跑赢其他对比指数。

共享大数据投资新时代

本次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的推出，是南方基金、新浪和深圳证券信息公司强强联合的结果。 史博表示，基于这样一个策略指数，南方基金希望将其产品落地化，在不远的将来将针对该指数开发相应的指数产品，投资者有望从基金产品的创新中受益，共享大数据投资的新时代。

中国证券报：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由三方联合推出 ，这样的组合有何优势？ 未来南方基金会不会推出跟踪这一指数的基金产品？

史博：南方基金、新浪和深圳证券信息公司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新浪财经拥有海量财经大数据库；南方基金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基金公司 ，一直以其稳健的投资理念以及跟随时代的创新精神吸引着大量投资者，稳健而良好的业绩以及符合投资者需求的产品，使得公司规模一直位居中国基金公司第一梯队；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展指数业务的专业化机构 ，自2002年以来，先后开发了深证100指数、中小板指数、创业板指数等著名指数。 南方基金作为国内首只制定指数的基金公司，其2006年发布的中证南方小康指数是国内首只基金公司制定的指数，以跟踪该指数标的的ETF基金及其联接基金于 2010年成功募集上市，投资运作良好 ，可以看出南方基金在指数编制和管理方面的深厚经验 。

三方强强携手，力争将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推入新纪元。 基于这样一个策略指数，南方基金希望将其产品落地化，在不远的将来针对该指数开发相应的指数产品，投资者将有望从基金产品的创新中受益，共享大数据投资的新时代。

目前，国内股票市场交易较为频繁 ，短期交易盛行，价格波动较大。 因此，国内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情绪在投资者行为中的决定作用更加突出 ，对投资的指导意义也尤为明显 。 大数据系列指数的发布能够丰富和完善指数体系，为市场提供新的投资工具，并有助于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投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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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作为国内互联网大数据与金融投资相结合的最早应用之一，南方新浪

大数据系列指数已于近日在深交所正式挂牌，南方基金权益投资总监史博

就此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专访。 史博表示，南方基金将传统的基于价

值、成长、企业质量的因子与互联网大数据所能给予的股票热度预期、成长

预期、估值提升预期相结合，利用南方基金量化研究平台将这些因子进行

优化，最终诞生了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 大数据投资是对现有投资有

效的补充，在这个补充基础上，大数据投资有可能对传统投资产生颠覆性

影响。 作为对传统投资模式的有效提升，南方基金有信心通过对互联网大

数据的研发和应用，为持有人创造更多的价值。

大数据投资潜力无限

史博表示， 传统的主动投资和

被动投资其实都是利用数据来发掘

投资标的， 而互联网时代为利用数

据进行投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互

联网大数据， 不仅仅能够反映企业

的经营状况， 更能反映市场参与者

对于各种数据的反应。

中国证券报： 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进行的金融投资， 与传统金融投

资相比有何不同？

史博：传统投资分成两大类：主

动投资和被动投资。 主动投资又可

以分成两大方向： 基于基本面投资

和基于技术分析投资。 从某种角度

而言， 传统投资都是基于数据的投

资。在基本面分析中，投资者注重的

是企业经营数据的分析， 企业历史

经营效益、企业收入、企业毛利率、

净资产回报等指标， 都属于企业日

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技术分

析更注重的是投资过程中不同投资

者投资行为产生的数据， 即由投资

者共同形成的交易量的数据、 股价

变化的数据等等， 这是技术分析进

行投资的基础。因此，主动投资本质

也是基于数字的投资。

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网络财经

大数据进行投资对传统投资而言

不但是一种补充， 甚至是一种超

越。 因为投研基于的数据不仅仅是

传统投资中企业财务报表的数据，

也不仅仅是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

形成的股票交易量、股票交易价格

变化的数据，它同时也会特别关注

投资者对交易数据如何进行反映，

例如投资者对某个事件以及对公

司相关报道的观点是什么，都会产

生新一轮的数据，这就是基于数据

的反映。 所以，大数据投资是对现

有投资有效的补充，在这个补充基

础上，大数据投资有可能对我们传

统投资产生颠覆性影响。 随着数据

量的增加，数据的分析也变得越来

越难。 南方基金力图通过有效的量

化平台，将其和新浪财经大数据有

效融合，通过这样的融合能够迅速

分析我们获取的大数据，从而为投

资做出贡献。

i指数历史表现优异

近年来， 互联网飞速发展，论

坛、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媒介深刻影

响着人们的生活， 而互联网数据对

于金融投资的价值也在逐渐显现。

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将传统的

基于价值、成长、企业质量的因子与

互联网大数据所能给予的股票热度

预期、成长预期、估值提升预期相结

合， 利用南方基金量化研究平台将

这些因子进行优化。 从历史数据回

溯来看， 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数

与现有的传统指数相比有着明显的

优势。

中国证券报： 对于互联网大数

据的应用，国外有没有相关的研究？

史博：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从

对事物的简单描述逐渐演变成人类

行为模式的全面刻画， 近年来基于

社交平台和互联网搜索中用户行为

被记录的数据， 还被证明能够很好

地映射出市场主体的情绪。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近年的一项

研究成果更表明从Twitter信息中

表现出来的情绪指数与道琼斯工业

指数的走势之间相关性高达87%。

2014年牛津大学期刊发表的一篇

文章表明， 通过搜索分析投资者在

网络发帖和评论中表现出来的观

点，能够很好地反映多空态度，同样

也能够有效地预测未来股市的收

益。 美国市场大量有关金融和大数

据成功结合的案例鼓舞了投资管理

人。 作为最火的社交网络，Twitter

拥有众多互联网使用群体的信息，

因而其被大量的投资管理人视为大

数据的最佳来源， 并依此开发了相

应的对冲产品 ，CAYMAN� AT-

LANTIC公司就是其中的翘楚之

一。CAYMAN� ATLANTIC在其官

网上披露了旗下对冲基金的历史收

益数据。 从2012年7月该基金成立

至2014年6月， 基金的累计收益率

达到了 48.36% ， 年化收益率为

21.8%。 各种指标揭示了该基金在

非常低的风险下， 创造了相当高的

收益。

中国证券报： 南方新浪大数据

系列指数将怎样利用互联网提供的

因子来研究金融投资？

史博： 南方基金现有的量化股

票投资平台是基于价值、成长、企业

质量等因子， 这些因子会筛选股票

的行业属性， 筛选股票财务指标数

据以及一些市场反映的数据。现在，

南方基金将把新浪财经大数据也结

合进来，将个股的热度、新闻报道以

及微博相关文章反映的市场情绪反

映进来， 同时找出股票的热度预期、

成长预期、估值提升预期，这些预期

将会影响股价将来的反映，把这些因

子构建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同因子的

权重， 对权重进行动态优化调整，构

成整个大数据指数构造的基础。

在指数的构成过程中， 样本选

择空间非常大， 全市场所有股票中

扣除三类股票：ST股票、*ST股票以

及上市不满一年的股票（目前市场

情况下上市不满一年数据量有时候

不够充足， 利用大数据平台分析偏

差比较大）。

选股因子包括三大类： 企业财

务因子、 大数据因子、 市场驱动因

子。 财务因子包括最新的市盈率指

标、净资产收益率情况、企业年度营

业收入、 净利润增长率以及对这些

指标变化的预测。 市场驱动因子包

括股票近期的换手率、波动率、股票

价格变化率以及成交量变化率。

对于新浪大数据因子， 将根据

新浪财经频道下的股票页面访问热

度计算单个股票的热度得分、 根据

财经频道下的新闻报道正负面影响

计算单个股票新闻报道得分、 根据

股票在微博上的正负面文章影响计

算单个股票微博得分， 综合上述得

分并根据历史回测优化结果作为大

数据因子得分。

南方基金利用自身强大的量化

研究平台，将上述因子进行优化后，

最终创造出南方新浪大数据系列指

数（i指数）。

通过对i指数的历史收益表现

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从2001年至今，

对大数据100、300等权重指数进行

回溯，并将回溯指数和创业板指数、

中小板指数、深证100、沪深300等

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大数据

100 指 数 过 去 5 年 累 计 收 益 有

222.4%， 大数据300指数的收益为

141.58%，远远跑赢其他对比指数。

共享大数据

投资新时代

本次南方新浪大数

据系列指数的推出 ，是

南方基金、 新浪和深圳

证券信息公司强强联合

的结果。 史博表示，基于

这样一个策略指数，南

方基金希望将其产品落

地化， 在不远的将来将

针对该指数开发相应的

指数产品， 投资者有望

从基金产品的创新中受

益， 共享大数据投资的

新时代。

中国证券报：南方新

浪大数据系列指数由三

方联合推出，这样的组合

有何优势？ 未来南方基金

会不会推出跟踪这一指

数的基金产品？

史博： 南方基金、新

浪和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 ，

新浪财经拥有海量财经

大数据库； 南方基金作

为国内最早一批基金公

司， 一直以其稳健的投

资理念以及跟随时代的

创新精神吸引着大量投

资者，稳健而良好的业绩

以及符合投资者需求的

产品，使得公司规模一直

位居中国基金公司第一

梯队；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是国内最早开展指数业

务的专业化机构，自2002

年以来，先后开发了深证

100指数、中小板指数、创

业板指数等著名指数。南

方基金作为国内首只制

定指数的基金公司 ，其

2006年发布的中证南方

小康指数是国内首只基

金公司制定的指数，以跟

踪该指数标的的ETF基

金及其联接基金于2010

年成功募集上市，投资运

作良好，可以看出南方基

金在指数编制和管理方

面的深厚经验。

三方强强携手，力争

将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推

入新纪元。 基于这样一个

策略指数，南方基金希望

将其产品落地化，在不远

的将来针对该指数开发

相应的指数产品，投资者

将有望从基金产品的创

新中受益，共享大数据投

资的新时代。

目前，国内股票市场

交易较为频繁， 短期交

易盛行，价格波动较大。

因此， 国内股票市场上

投资者情绪在投资者行

为中的决定作用更加突

出， 对投资的指导意义

也尤为明显。 大数据系

列指数的发布能够丰富

和完善指数体系， 为市

场提供新的投资工具 ，

并有助于满足投资者多

样化的投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