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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超跌反弹

□天誉金泰分析师 夏鹏宇

在美国经济持续复苏， 美元指

数不断刷新近期高点， 一度突破88

整数关口， 以及日本央行意外扩大

量宽规模至80万亿日圆的推动下，

市场风险情绪继续高涨， 上周收盘

时标普500指数和道指创新高，资本

继续流向美国风险较高的股市，令

避险保值的国债和贵金属市场再度

蒙上阴影。

欧元区目前依然受到通缩困

扰，10月综合PMI显示， 欧元区经

济增长惨淡，欧洲央行面临进一步

增加流动性以应对通缩风险的压

力。 德拉吉暗示将有近万亿欧元的

资产负债表扩大的空间，欧洲央行

准备好了全面量化宽松，欧元继续

承压下行。 机构持仓方面，全球最

大的黄金ETF� SPDR上周再度减

持14.05吨，至727.15吨，创2008年

10月以来的新低；最大的白银ETF�

SLV上周减持28.72吨， 至1068.25

吨。 大型基金再度减持贵金属，随

着经济逐渐复苏，避险天堂的光环

已经褪去。

非农数据再次掀起巨大波浪。

美国10月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为21.4

万人，略低于市场预期的23.5万人，

劳工市场表现抢眼。 但是在非农不

及预期的刺激下， 贵金属价格一飞

冲天。 黄金自亚盘低点快速拉升，盘

中飙升近50美元， 测试关键阻力位

1180美元/盎司关口；白银自四年半

低点15.05美元/盎司， 大涨2.34%，

涨幅惊人； 基准10年期美国国债收

益率降0.06个百分点， 是10月15日

以来的最大单日降幅， 贵金属和国

债呈超跌反弹走势， 黄金收复上周

全部跌幅。

本次非农数据不及市场预期，

但是就业人口依然在20万人以上，

失业率降至5.8%， 近期公布的初请

失业金人数维持在低位， 就业人数

超出市场预期以及ISM非制造业指

数中的就业分项指数创出9年新高，

美国劳工市场依然十分强劲。 天誉

金泰认为， 一次非农数据对行情的

提振远不能改变长期下跌趋势。 在

机构持续减持， 大宗商品熊市的情

况下， 贵金属后市继续下行的概率

较大。

P2P

全年成交量有望突破三千亿元

年底或迎兑付高峰 行业面临严峻考验

□本报记者 陈莹莹

P2P网贷平台的新设数量在以惊

人速度增加。网贷之家最新发布的数

据显示，10月网贷成交量达268.36亿

元， 环比9月 （262.33亿元） 增长

2.30%，成交量增速放缓，预计全年

总成交量或达到2400亿元。 有不少

业内人士乐观预计，P2P平台全年成

交量有望突破3000亿元。

与此同时， 监测数据显示，10月

新上线平台71家， 行业运营平台达

1474家，环比增速达2.50%，进入10

月，问题运营平台明显增多，数量达

到35家。 伴随网贷余额急剧上升，年

底网贷行业将迎来兑付高峰，企业偿

债压力加大，违约风险提升，不少平

台面临严峻的风控考验。

成交量过亿平台达51家

根据网贷之家的数据监测，10月

成交量过亿元的平台达51家， 较9月

新增6家平台， 这些平台累计成交量

达 149.60 亿 元 ， 占 总 成 交 量 的

55.74%， 其余平台总成交量占比不

到50%，平台竞争加剧。 10月多数平

台的贷款余额仍然在上升，使得贷款

余额在5亿元以上的平台增至25家，

累计贷款余额占比达51.95%。 陆金

所、红岭创投、人人贷三家平台贷款

余额位居前三位。

10月底， 网贷行业贷款余额达

744.14亿元， 环比9月增长15.18%。

其中，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

山东六省的10月底网贷贷款余额位

于前六位，累计贷款余额达643.74亿

元，占全国的86.51%，这一比例较前

月有所下降。

人人贷近日发布的三季报显示，

三季度人人贷成交额超过11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131%。 风险备用金余

额为6400万元， 较二季度增加了

2000万元，与待还本金之比为2.4%，

远高于网站0.39%的坏账率。 人人贷

市场部总监毕建预计全年成交额可

达55亿元到60亿元。

尽管发展势头仍旧迅猛，但是网

贷之家首席研究员马骏认为，伴随网

贷贷款余额的急剧上升，年底网贷行

业将迎来兑付高峰。“前二十位平台

在未来60日累计待还金额超过90亿

元，占其累计待还金额的30.66%。 这

些平台多数在未来60日的待还金额

与累计待还金额比例在40%以上，行

业整体兑付压力显而易见。 另外，目

前经济增速处于下行轨道，中小企业

利润率较难覆盖高额的融资成本，企

业偿债压力加大， 违约风险提升，不

少平台面临严峻的风控考验。 ”

行业精细化趋势明显

近日关于P2P行业监管细则即将

出台的声音又起。专家和业内人士表

示，无论细则何时“落地” ，监管趋于

完善、合理的方向已经明确，这对于

整个行业的发展无疑是积极的，未来

P2P平台必将走向差异化、 精细化。

其中，既有红岭创投、开鑫贷这类热

衷于“大单” 的P2P平台，也有像人人

贷这类专注做个人消费的P2P平台。

而众信金融首席运营官谭阳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与其他P2P平

台不同，众信金融只做节能环保产业

的网贷，不涉足其他行业。 我们希望

投资者通过投资环保企业的债权，不

仅可以获得安全稳健的高额收益，同

时也支持了环保事业，为减少雾霾而

努力。 ” 据介绍，众信金融平台自6月

19日上线以来， 经过3个多月运营发

展，交易额达3.5亿元。

银客网总裁林恩民认为，P2P平

台的差异化经营来自于对行业的了

解：“尤其是在风险隔离方面， 比如

我们前不久与海华集团‘珠宝小镇’

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是通过融

资商户的货品抵押实现，抵押率一般

在50%左右，但考虑到珠宝行业的销

售需求，我们的三个抵押仓库都设置

了公开的展示柜台，如果有客人对商

户抵押的珠宝商品有兴趣，可以直接

购买，商户再拿同样价值的其他货品

来替换。 ”

朱雀投资李华轮：

资管行业迎来历史性机遇

□本报记者 曹乘瑜

说起百亿元规模的私募，人们往

往想起泽熙、重阳。然而近期，上海朱

雀投资在其官网上透露， 至2014年

底， 其资产管理规模有望突破百亿

元。朱雀投资已从单纯的股票型阳光

私募，转型为“身跨一二级市场以及

海外市场” 的综合性资产管理机构。

从创始至今7年有余， 作为董事长兼

投资总监的李华轮不仅没有对他的

私募事业产生“七年之痒” ，反而在

“时代召唤” 下持续迸发激情。 他认

为，新常态下，大量资产将实现证券

化， 资管行业迎来历史性机遇期，资

产管理机构理应更加积极。

资管行业迎来历史性机遇

在阳光私募界，朱雀既不如泽熙

“激进凶悍” ，也不如重阳“如雷贯

耳” ，是一线私募里较为不温不火的

一家。但是其规模在最近4年里，迅速

增加了60亿元至100亿元。

李华轮透露，近两年朱雀在权益

类投资中， 大力发展市场中性策略，

另外开拓了创新投资和固定收益投

资、海外投资三大板块。 新业务迅速

“开花结果” ： 目前其76只阳光产品

中，市场中性策略的“阿尔法系列”

产品已占“半壁江山” ，总规模达40

亿元，收益率全部为正。 创新类投资

产品“珠玉” 系列成功参与了通源石

油、 华策影视等并购和定增项目，总

规模达到5亿元。 固定收益系列产品

规模也有10亿元。

“时势比人强” ———今年4月，李

华轮在 “2014中证金牛投资分享

会” 中如是说道，朱雀所做的正是顺

势而为。 随着投资品种的丰富，投资

者不再“唯股为上” ，因此朱雀积极

地进行产品创新，既要能满足客户的

多元选择需求，也要能保证公司规模

可以持续增长。 其次，各项业务相互

支持，能产生1+1>2的效果。例如，固

定收益板块的信用分析与股票投研

就可以互通。

更重要的是，李华轮认为，资本

市场是这一次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

的主战场，资产管理行业正迎来历史

性大机遇。“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新

经济周期开始，改革和转型需要市场

化地配置资源，而资本市场是市场化

程度最高的地方。 未来，大量的资产

将实现证券化。” 李华轮说，“我们要

做积极的资管机构，一方面，是为客

户的资产升值；另一方面，是为改革

转型中的企业服务。 ”

合伙人名额无上限

券商出身的李华轮其实以股票

投资见长，因此，朱雀在其他资产类

别上的投资能见效， 得归功于其他

合伙人。 作为全国第一家采取有限

合伙制模式的阳光私募基金管理

人， 朱雀的合伙人已经从最初的四

个，增加到目前的十多个，仅在股票

投资研究领域， 多个行业的研究牵

头人均是合伙人。

自2004年私募行业诞生以来，

“明星治理” 就是一个主流模式。 但

这些年来，因团队治理出问题而折戟

的私募不在少数。 李华轮认为，私募

行业最大的风险点是人，产品的稳定

性在于策略的稳定性，而策略的稳定

性则在于人的稳定。是合伙人文化而

不是钱在“定军心” ，因此他不吝惜

拿出股权作为激励。

2014年， 工商银行资产管理部

专家姜云飞加入朱雀，负责固定收益

投资，并且获得主要合伙人身份。 姜

云飞曾经任职的部门掌管万亿元资

金，如今他要从零起步，从侧面印证

了合伙人文化的吸引力。 李华轮透

露，目前，朱雀的四大业务分别放在

四个子公司运营，是为了未来股权治

理的方便。

最近，朱雀正在进行史上规模空

前的招聘，投研、固收、量化、市场等7

大部门同时招贤。 李华轮透露，朱雀

的合伙人名额没有上限。“谁对朱雀

有贡献，朱雀就属于谁。 ”

新常态下的选股标准

经济新常态已经成为新一轮投

资周期的共识。 李华轮认为，要跨进

新常态有两个前提。一是中国经济增

速能够见底，即中国投资要见底。 目

前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已经降下

来，但楼市还没见底，一旦见底，中国

资本市场就具备了牛市基础。二是新

常态下的经济增速可持续，要实现这

一点，经济必须有质量地增长，从而

必须依靠重点转型行业。

医疗保健、TMT、消费、装备制

造、化工环保等转型受益行业一直在

朱雀的重点研究之中。 李华轮认为，

投资转型企业时， 应该要有的放矢，

所投企业必须是有创新的转型。例如

传统食品行业经过电子化改造，开展

移动外卖；颠覆传统实体医院、利用

电子处方和医药送达而形成的互联

网医院业务。

此外，李华轮认为，选择未来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域和企业也是一

条重要的选股标准。“因为中国企业

即使没有走出去，也已经在面临国际

竞争。 ”

行业规模近13万亿

信托公司利润增速下滑

□本报记者 刘夏村

11月7日，中国信托业协会发

布信托三季度统计数据。 截至三

季度末， 信托行业的资管规模再

创新高，达到12.95万亿元。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三季度信托公司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环比分别

下滑4.69%、11.94%。

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资

金信托的规模为12.19亿元，主要

投向工商企业、基础产业、金融机

构、证券投资和房地产五大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投向金

融机构、 证券投资领域的占比呈

上升趋势。

业内人士指出， 资金信托对

金融机构投资的增加， 主要源于

信托业强化金融协同、 金融业投

资波动不大和回报稳定等市场因

素；对证券投资占比的提升，主要

缘于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显现以

及投资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等市

场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三季度

末， 资金信托对房地产领域的投

资规模为1.27万亿元， 占比为

10.38%，相比去年末的10.03%的

占比，小幅上升了0.35个百分点；

相比今年二季度末10.72%的占

比，小幅下降了0.34个百分点。 中

国信托业协会专家理事周小明认

为， 资金信托对房地产配置的上

述特点， 与房地产市场的短期波

动平稳、 中长期风险暴露增加的

特点有关。 随着二季度开始暴露

的房地产行业风险， 预计资金信

托投向房地产领域更为谨慎。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三季度

末， 信托业累计实现经营收入

608.60亿元， 与去年前三季度的

539.39 亿 元 相 比 ， 同 比 增 长

12.83%。今年前三季度，信托业累

计实现利润总额434.43亿元，比

去年前三季度的389.84亿元同比

增长11.44%。

不过，在今年三季度，信托全

行业的经营业绩增长趋缓，其中，

2014年二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分

别为220.14亿元、209.81亿元，环

比增速分别为23.22%、-4.69%。

2014年二三季度实现净利润分别

为127.8亿元、112.54亿元，环比增

速分别为29.97%、-11.94%。

业内人士认为， 导致信托业

经营业绩下滑的原因有二： 一是

信托资产增速持续放缓， 增量效

益贡献下滑； 二是信托报酬率呈

现下降趋势， 信托报酬的价值贡

献下滑。

周小明说：“信托业转型发展

所需的内涵式增长方式尚未最终

成型， 新增长方式下的业务不仅

没有‘放量’ ，也没有‘放价’ ，信

托业转型发展尚处于伴随着诸多

隐忧和挑战艰难前行阶段。 ”

不过， 与信托公司经营业绩

增速放缓相反的是， 三季度信托

业给受益人实现的信托收益率稳

中有升。 就已清算信托项目为受

益人实现的年化综合实际收益率

而言，今年一季度为6.44%，二季

度为6.87%， 三季度则达7.92%。

周小明认为， 这说明信托公司在

追求自身利益与受益人利益之

间， 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恪守了

信托本质， 忠实于受益人的最大

利益，以受益人利益为先，表明信

托业作为专业的信托机构在经营

理念上已经整体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