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打稿）从一万到两亿（引）

巅峰之后 短线大师化身“走资派”

本报记者 王朱莹

生于1982年的易君（化名），年不过而立，却已经是郑州炒手圈小有名气的短线交易大师，其战绩据圈内人说是从一万元做到两亿元多。

不过最近易君颇有些烦恼。 因为资金规模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再像以往那样重仓、短线交易，很可能会成为一颗光芒稍逊即逝的流星，而他显然更希望自己成为期货市场中的寿星。 于是，从来只做短线交易、对期货

品种的相关产业情况毫不了解的他似乎有加强基本面研究的想法，开始参加一些品种的实地调研。

上海青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明超给易君的建议是走“资产管理” 的道路（业内戏称“走资派” ）———考虑更换角色，按照敦和、混沌轨迹，走出单打独斗的交易模式，酝酿成立资管团队甚至公司，逐步成为真

正的期货界大佬。

短线交易大师的困惑

据圈内人介绍，易君虽然年轻，但至今已有八、九年的期货交易史。 他笑言自己的操作手法是“高抛低吸，滚动操作” ，日内可来回下单100余手。

一位与易君有过接触的期货私募负责人王先生介绍，易君最初是从一万元开始做起，经历过多次爆仓，爆发于2013年的郑州玻璃期货上，盈利据说达到8000多万，后来做铁矿石据说盈利已扩大到两亿多。他生活简单，

没有特别的爱好，喜欢打魔兽、日常生活也很简朴。 “他做单风格大胆，盘感很好。 下单也比较狠，铁矿石期货敢短线拿五千手，一个点就是五十万。 ” 王先生表示。

“做炒手可以积累很多期货交易方面的经验，但要想真正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在内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就必须通过转型来让事业得到开拓。 ” 另一位期货短线高手姜瑛鹏表示。

短线炒手是90年代期货市场“草莽年代” 的产物，近年来，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炒手队伍不断缩水，很多炒手正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随着期货市场新品种不断上市，有些品种的资金也难免被分流，许多品种上炒

手可用的资金量已不如以往。 目前，有些品种最大单量往往只能开到十几张，吃单就明显不流畅了。 程序化高频交易的进场以及投资者结构的变化，也令炒手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 业内人士评论道。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会说，现在的市场明显比以前聪明了，市场聪明的原因就是参与的人聪明了。 ” 深圳市感恩在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金山表示。

目前市场参与者众多，套利、套保、期现结合、宏观对冲（买期指抛商品、跨市场对冲）、微观对冲（跨品种对冲）等方式百花齐放，还出现了程序化交易，改变了交易模式。 其中，最让炒手们担忧的是便程序化高频交易

的兴起。 速度，从来都是高频交易者的命脉，人的行为总是要经过大脑传递，而程序化是由机器控制，与其相比，人工炒单并没有优势。

“市场在变，炒手和期货资管的模式和思路也要变。 ” 睿富投资董事长付爱民说。

业内人士预计，未来的期货市场将发生趋势性变化。 首先，根据国际市场经验，量化投资将会快速发展；其次，各种类型的期货基金、资管产品发行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将会出现一批几十亿元的期货投资基金；银

行的理财产品逐步扩大到期货类理财产品。 第三，在市场的倒逼下，期货私募团队化、规模化、公司化的步伐越来越快；第四，海外机构对冲基金等待政策开放，参与国内期货市场竞争的期限越来越近；第五、期货公司在培

养自己的操盘手，为自营业务或资管业务做人才上的储备，券商也不断地扩大投资领域，涉及期货等金融衍生品。

从私募发展的前景上来说，市场的发展潜力无疑正在慢慢打开，整个市场的交易标的在扩大，期货操盘手发挥空间在扩大。

鉴于此，上海青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明超给易君的建议就是做“资产管理” ———可以考虑走出炒手或个人交易者的角色，按照敦和、混沌轨迹，走出单打独斗的交易模式，酝酿成立资管团队甚至公司，逐步成

为真正的期货界大佬。

从单兵突进到集团作战

在期货市场上，期货私募机构有不少便是优秀操盘手在自己成功之后成立起来的，葛卫东的混沌投资、叶庆均的敦和投资自不必说，其他如林广茂的天津易孚泽股权投资基金、付爱民的睿富投资等均是如此。

从近两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期货私募的管理规模在正在扩大。 据《2013年中国期货私募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从管理的资金规模上来说，粗略统计50%期货操盘手管理的资金规模在1000万左右。 有团队、有战略眼光，

并且业绩优秀的操盘手，要做大资金规模并不难。 例如凯丰投资吴星，在2010年管理几千万的资金，短短3年时间，资金规模扩大了十几倍，达到三、四个亿，就可以称之为私募明星。

“现在，期货私募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个人团队，就是一个人负责了所有的交易，单打独斗，既要负责开发客户，还要负责交易盈利，缺乏其他成员配合，交易执行力及客观性不足。有些个人团队会注册一个公司，但更

多是为了面子。 第二类是小型团队，一个人带几个副手，虽然从人数上看是一个多人团队，但是交易的模式还是一个风格，虽然具备风控等后端协作人员，但交易决策集权在某核心人物，客观性不足，而且交易风格单一，难

以应对市场在各阶段的不同运行特性。 最后一种是几个团队组成的大型资管公司。 这种模式现在在上海和深圳是越来越多了。 这种团队背景下，核心人物聚焦把控战略级研究及市场格局分析，不干预具体交易；多交易团

队，风格特性各异实现多维度互补，可根据市场格局在各交易团队中进行资金及投资策略搭配。 ” 深圳市感恩在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金山表示。

整体来看，期货私募也面临发展的瓶颈。 根据期货资管网的调查，截至2013年，全国期货私募资产规模能上1亿并且能稳定维持的人数，还不到整个行业的15%。 从长期跟踪研究情况看，一些投资经验10年以上的操盘

手，其管理的资金规模还是在原地踏步，甚至规模还在缩水。 在3到5年内，将资金规模做到1亿元以上的私募，短期内很难大量出现。 10亿以上的期货私募屈指可数。 这说明在国内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程度还远远

不成熟。 资金规模，要突破小体量到大体量的路程还比较漫长。

“操盘手在管理规模上很难突破，其难点在于缺乏建立投研团队的意识。 对于操盘手来说，业绩不稳定和缺乏团队支持，这两点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问题。 操盘手没有自己的团队，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体系，业绩就

不可能稳定。 盈利模式单一且业绩不稳定，就没有稳固的盈利来源，也就难以着眼长远招聘和训练团队。 ” 期货资管网相关人士表示。

上述人士认为，很多操盘手交易五年十年之后，资金规模依然没有突破，其根本原因不是操盘手找不到资金，而是因为在研究上和持续盈利能力上没有突破。 例如，有一位从事程序化交易的操盘手，在资金规模达到

1000万之后就碰到了瓶颈。 从调查情况看，该操盘手从IT交易平台的研发、策略研究、交易执行、风控、客户维护，都一个人包揽，尚未走出单打独斗的思维。

从程序化交易的特点来看，每一个策略都有生命周期，要实现长期稳定回报，就要求不断研发新策略，多组合、多策略、多周期。 如果没有团队配合，没有足够的IT工程师、策略分析师、研究员等，管理大规模资金的目标几乎

不可能实现。

资管大时代来敲门

“以前我们做交易得心应手，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你的顾虑越来越多，想法越来越多，或者说把握越来越低，市场的成熟度越来越高，这是我们感觉到变化比较大的问题。 ” 宁金山说。

2014年被认为是私募基金大发展的元年，备案制的实施让私募基金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截至2015年1月，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超过7000家，完成备案的阳光化私募超过300只。

“随着的2月份期货‘一对多’ 正式放开，期货资产管理业务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门槛的降低及渠道的通畅，使得期货公司也可以进入到资产行业当中来。随着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众多擅长期货投资的私募，不再

将目光局限于期货市场，同时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海外市场多品种的配置也成为主流。随着股指期货的成熟，绝大多数的股票和私募当中也都加入了股指期货的交易成分。在这样一个混业经营的时代，期货正式步入大资

管时代。 ” 和讯期货事业部总经理方志表示。

弘哲集团董事长郝丹认为，期货市场的发展最快的是2013年、2014年两年，整个交易量、交易额都在发生质的变化。 因为市场的品种增加了，同时金融期货尤其股指期货的参与者越来越多。 此外，近几年一些新型的资

产管理模式，如一些ETF、对冲基金也把整个期货市场激活，交易额大幅度增加。随着期货市场的整体活跃，中国在整个全世界的交易量占比越来越大，很多的产品定价权已经在中国的期货市场了。随着各种商品种类的不

断丰富,在保值、风险管理和交易层面上，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新任务。

“此外，目前国内传统理财模式也在发生转变。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散户市场，因为中国人的投资理念不成熟，同时中国人又有一种急速创造财富、寻求暴利的情结。 这就造就了在这个市场当中以投机为

主，而实际上在发达国家成熟市场都是要稳定而持续的收益。 这几年高净值客户、成熟的客户也逐步向这方面靠拢，大家更多注重稳定持续的收益。 ” 郝丹指出，对于一些高净值人士来说，收益率中等的理财方式已经无法

满足他们的需求了，他们希望通过一些复杂的产品结构进行投资，博得更高的风险溢价，这也是推动整个期货市场快速发展的原因。

他进一步表示，期货在整个财富管理当中的应用是很关键的。“期货在整个财富管理当中的优势也是很大的，包括双向机制、T+0交易、保证金杠杆交易、严格止损制度等方面。期货的优势还在于缩短了时间，缩短产品

的管理周期，并且在操作策略、投资组合上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多元性。 ”

“特别是期权推出后，这一块等于在整个的产品投资策略之上又加入了再保险的机制。 这样的话，我们逐步的通过这个方面的产品丰富，可以获得非常多的优化多元的组合。 随着整个的期货市场的发展和财富市场的大爆

发，我觉得在未来，逐步地中国这个市场也会由最大的散户市场变成最大的机构市场，机构唱主角的市场也会在我们中国这个不断成熟的市场，变成一个非常重要板块。 ” 郝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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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倒逼期货私募转型

□宝城期货总裁 母润昌

母润昌 现任宝城期货总裁，

1994

年

1

月从事期货行业，先后在北京

建信期货、中国国际期货、武汉中期、中国中期，中国中期集团任职；

2005

年

8

月至

2010

年

3

月担任北京中期期货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并被选

为中国期货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中期协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期货商会副会长、监事长，河北金融学院兼职教授。

2014年中国期货私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借助政策的东风，如《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出台，期货私募如雨后春笋

般冒出。 这也和中国混业经营，资产管理等创新业务发展、期货行业投

研水平提高和期货市场容量扩大是一脉相承的。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期货市场进入机构化投资时代，产品化和专业

化是大势所趋。 再加上中国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和有限的投资能力的

矛盾突出，期货私募发展前景广阔，正向正规化、专业化、规模化和国际

化迈进。

期货私募在石缝中茁壮成长

回顾中国期货行业的发展史，经历了野蛮成长、整顿和合规发展三

个阶段，再加上中国金融行业监管思路转变较慢，这也造就了中国期货

私募发展异常艰难和曲折，用在石缝中艰难成长不为过。

中国期货私募最早称之为代客理财，而给客户进行理财的人被称之

为操盘手。 期货私募主要有三类组织形式：期货工作室、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期货基金， 其中期货工作室是上个实际90年代至2005年之前

最常见的方式其通常游走于“灰色地带” ，由操盘手个人吸引资金，与客

户签订“代客理财” 协议，这类“代客理财” 协议并无明确的法律保障，

募资难度相对较大。

2006年之后，投资公司为代表的有限责任公司逐渐出现，这代表

了中国期货私募开始正规化。 稍后，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创新步伐加快，

期货市场监管放松，中国期货私募就步入了春天。

近年来，国内资产管理规模迅速扩容，私募行业也随之蓬勃兴起。

随着阳光化渠道的增多，以及市场各方对对冲、绝对收益等投资策略认

识的加深，2014年期货私募成为国内私募行业的一道靓丽风景。 中国

基金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共有1699只私募基

金产品完成备案，逾5000家机构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据相关机

构统计，不完全统计，在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中，涉及期货的约有250

只，占比约15%。

期货私募发展前景广阔

伴随期货市场发展、监管放松和政策扶持，随着中国期货私募百花

齐放，出现一篇春天的景象，但是期货私募由于发展时间比较短，还存

在很多问题。特别是期货私募进程遭遇“规模做大，业绩越差” 的魔咒，

以及私募投资范围越来越广泛，投资者需求多样化等市场环境，这都倒

逼期货私募不得不转型。

目前，期货私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使得其不得不转型：首先，传统

期货私募主要是以操盘手为中心，往往是单打独斗，这意味着缺乏相关

风控、技术等配合协作，导致很多优秀的操盘手遭遇滑铁卢。

交易不容易，但做管理难，带领交易团队更难。当前，大多数期货私

募的架构都是以一两个核心操盘手为中心， 离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化运

作还有些差距。在荆棘丛生的期货市场，有不少摸爬滚打多年的操盘手

和私募，在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之后，从操盘手到资产管理人却面临很大

的鸿沟，因各种原因而转型失败的比比皆是。

其次，投资策略相对单一。 从期货私募理财方式看，最开始私募采

用单账户形势，这是最简单和方便的模式。 然而，单账户模式难以做大

做强，没办法募集更多资金。另外，单账户的模式面临诚信问题，很难做

到科学管理。

再次，外部扶持力度有限。 国内私募行业刚起步，不少中小私募

需要外部力量的扶持。 然而，由于当前中国期货公司大多数本身实力

就不丰厚，除了永安等第一梯队的公司对私募扶持力度较大之外，其

他期货公司对私募的合作和扶持有心无力。

最后，体量的增大也对私募管理人的投资能力与风险、净值管理

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管理能力包括产品设计、发行、风险控制、净值

管理、团队建设、投研体系构建、渠道建设和客户关系维护等，对很多

草根出身的操盘手来说，面临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

期货私募发展方向

一是正规化（或阳光化）。随着期货资产管理业务“一对多” 放行，

大资管时代开始期货私募从原先的“无照” 向“有照” 演变，理财模式

从单账户向基金专户、 集合账户迈进。 这既可以提高私募产品的知名

度，又可以提升投资者对期货私募产品的可信度。

二是团队化。 目前已经有很多期货私募走向团队化、公司化的前

列，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小团队分工合作，再到公司化运营。

三是专业化。 一方面，核心成员的角色定位也在不断变化，一些私

募的核心成员开始从台前走向幕后， 有的核心成员引进职业经理人负

责制订与实施公司战略，自己继续专注研究和投资；有的核心成员从投

资经理向“挑选” 投资经理角色转变。另一方面，为了专注于交易，期货

私募会将一些包括产品资金募集、推广和销售外包给第三方机构。

四是国际化。未来私募行业投资范围拓展加快，不仅仅是以衍生品

为主的私募向股票、 债券等现货领域拓展， 更大程度上向国外市场拓

展，推动私募跨境合作。

短线交易大师的困惑

据圈内人介绍，易君虽然年轻，但至

今已有八、九年的期货交易史。他笑言自

己的操作手法是 “高抛低吸， 滚动操

作” ，日内可来回下单100余手。

一位与易君有过接触的期货私募负

责人王先生介绍， 易君最初是从一万元

开始做起， 经历过多次爆仓， 爆发于

2013年的郑州玻璃期货上，盈利据说达

到8000多万，后来做铁矿石据说盈利已

扩大到两亿多。他生活简单，没有特别的

爱好，喜欢打魔兽、日常生活也很简朴。

“他做单风格大胆，盘感很好。 下单也比

较狠，铁矿石期货敢短线拿五千手，一个

点就是五十万。 ” 王先生表示。

“做炒手可以积累很多期货交易方

面的经验， 但要想真正把自己的事业做

大做强，在内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

就必须通过转型来让事业得到开拓。 ”

另一位期货短线高手姜瑛鹏表示。

短线炒手是90年代期货市场“草莽

年代” 的产物，近年来，随着市场环境的

改变，炒手队伍不断缩水，很多炒手正面

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随着期货市场

新品种不断上市， 有些品种的资金也难

免被分流， 许多品种上炒手可用的资金

量已不如以往。目前，有些品种最大单量

往往只能开到十几张， 吃单就明显不流

畅了。 程序化高频交易的进场以及投资

者结构的变化， 也令炒手面临的压力越

来越大。 ” 业内人士评论道。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会说， 现在的

市场明显比以前聪明了，市场聪明的原

因就是参与的人聪明了。 ” 深圳市感恩

在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金山

表示。

目前市场参与者众多，套利、套保、

期现结合、宏观对冲（买期指抛商品、跨

市场对冲）、微观对冲（跨品种对冲）等

方式百花齐放，还出现了程序化交易，改

变了交易模式。其中，最让炒手们担忧的

是便程序化高频交易的兴起。速度，从来

都是高频交易者的命脉， 人的行为总是

要经过大脑传递， 而程序化是由机器控

制，与其相比，人工炒单并没有优势。

“市场在变， 炒手和期货资管的模

式和思路也要变。 ” 睿富投资董事长付

爱民说。

业内人士预计，未来的期货市场将

发生趋势性变化。 首先，根据国际市场

经验，量化投资将会快速发展；其次，各

种类型的期货基金、资管产品发行越来

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将会出现一批几

十亿元的期货投资基金；银行的理财产

品逐步扩大到期货类理财产品。 第三，

在市场的倒逼下， 期货私募团队化、规

模化、公司化的步伐越来越快；第四，海

外机构对冲基金等待政策开放，参与国

内期货市场竞争的期限越来越近；第

五、 期货公司在培养自己的操盘手，为

自营业务或资管业务做人才上的储备，

券商也不断地扩大投资领域，涉及期货

等金融衍生品。

从私募发展的前景上来说， 市场的发

展潜力无疑正在慢慢打开，整个市场的交易

标的在扩大，期货操盘手发挥空间在扩大。

鉴于此， 上海青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马明超给易君的建议就是做

“资产管理” ———可以考虑走出炒手或

个人交易者的角色， 按照敦和、 混沌轨

迹，走出单打独斗的交易模式，酝酿成立

资管团队甚至公司， 逐步成为真正的期

货界大佬。

从单兵突进到集团作战

在期货市场上，期货私募机构有不

少便是优秀操盘手在自己成功之后成

立起来的，葛卫东的混沌投资、叶庆均

的敦和投资自不必说，其他如林广茂的

天津易孚泽股权投资基金、付爱民的睿

富投资等均是如此。

从近两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期货私

募的管理规模在正在扩大。据《2013年

中国期货私募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从

管理的资金规模上来说， 粗略统计

50%期货操盘手管理的资金规模在

1000万左右。 有团队、有战略眼光，并

且业绩优秀的操盘手， 要做大资金规

模并不难。 例如凯丰投资吴星，在2010

年管理几千万的资金， 短短3年时间，

资金规模扩大了十几倍，达到三、四个

亿，就可以称之为私募明星。

“现在， 期货私募分为三种类型。

一类是个人团队， 就是一个人负责了

所有的交易，单打独斗，既要负责开发

客户，还要负责交易盈利，缺乏其他成

员配合，交易执行力及客观性不足。 有

些个人团队会注册一个公司， 但更多

是为了面子。 第二类是小型团队，一个

人带几个副手， 虽然从人数上看是一

个多人团队， 但是交易的模式还是一

个风格， 虽然具备风控等后端协作人

员，但交易决策集权在某核心人物，客

观性不足，而且交易风格单一，难以应

对市场在各阶段的不同运行特性。 最

后一种是几个团队组成的大型资管公

司。 这种模式现在在上海和深圳是越

来越多了。 这种团队背景下，核心人物

聚焦把控战略级研究及市场格局分

析，不干预具体交易；多交易团队，风

格特性各异实现多维度互补， 可根据

市场格局在各交易团队中进行资金及

投资策略搭配。 ” 深圳市感恩在线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金山表示。

整体来看，期货私募也面临发展的

瓶颈。 根据期货资管网的调查， 截至

2013年，全国期货私募资产规模能上1

亿并且能稳定维持的人数， 还不到整

个行业的15%。 从长期跟踪研究情况

看，一些投资经验10年以上的操盘手，

其管理的资金规模还是在原地踏步，

甚至规模还在缩水。 在3到5年内，将资

金规模做到1亿元以上的私募，短期内

很难大量出现。 10亿以上的期货私募

屈指可数。 这说明在国内期货市场，机

构投资者的发展程度还远远不成熟。

资金规模， 要突破小体量到大体量的

路程还比较漫长。

“操盘手在管理规模上很难突破，

其难点在于缺乏建立投研团队的意识。

对于操盘手来说，业绩不稳定和缺乏团

队支持，这两点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问

题。 操盘手没有自己的团队，没有可持

续发展的研究体系， 业绩就不可能稳

定。 盈利模式单一且业绩不稳定，就没

有稳固的盈利来源，也就难以着眼长远

招聘和训练团队。 ” 期货资管网相关

人士表示。

上述人士认为，很多操盘手交易五

年、十年之后，资金规模依然没有突破，

其根本原因不是操盘手找不到资金，而

是因为在研究上和持续盈利能力上没

有突破。 例如，有一位从事程序化交易

的操盘手，在资金规模达到1000万之后

就碰到了瓶颈。 从调查情况看，该操盘

手从IT交易平台的研发、 策略研究、交

易执行、风控、客户维护，都一个人包

揽，尚未走出单打独斗的思维。

从程序化交易的特点来看， 每一个

策略都有生命周期， 要实现长期稳定回

报，就要求不断研发新策略，多组合、多

策略、多周期。 如果没有团队配合，没有

足够的IT工程师、 策略分析师、 研究员

等， 管理大规模资金的目标几乎不可能

实现。

资管大时代来敲门

“以前我们做交易得心应手，但是

现在你会发现你的顾虑越来越多， 想法

越来越多，或者说把握越来越低，市场的

成熟度越来越高， 这是我们感觉到变化

比较大的问题。 ” 宁金山说。

2014年被认为是私募基金大发展

的元年， 备案制的实施让私募基金迎来

了爆发式的增长。 截至2015年1月，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数量超过7000家，完成备案的

阳光化私募超过300只。

“随着2月份期货‘一对多’ 正式放

开，期货资产管理业务也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 门槛的降低及渠道的通畅，

使得期货公司也可以进入到资产行业

当中来。 随着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众多

擅长期货投资的私募，不再将目光局限

于期货市场，同时股票市场、债券市场、

海外市场多品种的配置也成为主流。 随

着股指期货的成熟，绝大多数的股票和

私募当中也都加入了股指期货的交易

成分。 在这样一个混业经营的时代，期

货正式步入大资管时代。 ” 和讯期货事

业部总经理方志表示。

弘哲集团董事长郝丹认为，期货市

场发展最快的是2013年、2014年两年，

整个交易量、 交易额都在发生质的变

化。 因为市场的品种增加了，同时金融

期货尤其股指期货的参与者越来越

多。 此外，近几年一些新型的资产管理

模式，如一些ETF、对冲基金也把整个

期货市场激活，交易额大幅度增加。 随

着期货市场的整体活跃， 中国在全世

界的交易量占比越来越大， 很多的产

品定价权已经在中国的期货市场了。

随着各种商品种类的不断丰富, 在保

值、风险管理和交易层面上，都会给大

家带来更多新任务。

“此外， 目前国内传统理财模式也

在发生转变。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是全球

最大的散户市场， 因为中国人的投资理

念不成熟， 同时中国人又有一种急速创

造财富、寻求暴利的情结。这就造就了在

这个市场当中以投机为主， 而实际上在

发达国家成熟市场都是要稳定而持续的

收益。这几年高净值客户、成熟的客户也

逐步向这方面靠拢， 大家更多注重稳定

持续的收益。 ” 郝丹指出，对于一些高净

值人士来说， 收益率中等的理财方式已

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了， 他们希望通

过一些复杂的产品结构进行投资， 博得

更高的风险溢价， 这也是推动整个期货

市场快速发展的原因。

他进一步表示，期货在整个财富管

理当中的应用是很关键的。“期货在整

个财富管理当中的优势也是很大的，

包括双向机制、T+0交易、 保证金杠杆

交易、严格止损制度等方面。 期货的优

势还在于缩短了时间， 缩短产品的管

理周期，并且在操作策略、投资组合上

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多元性。 ”

“特别是期权推出后， 这等于在整

个的产品投资策略之上又加入了再保

险的机制。 这样的话，我们逐步通过这

个方面的产品丰富，可以获得非常多的

优化多元的组合。 随着整个的期货市场

的发展和财富市场的大爆发，我觉得在

未来，逐步地中国这个市场也会由最大

的散户市场变成最大的机构市场，机构

唱主角的市场也会在我们中国这个不

断成熟的市场，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板

块。 ” 郝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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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万到两亿

巅峰之后 短线大师化身“走资派”

□本报记者 王朱莹

生于1982年的易君 （化

名），年不过而立，却已经是郑

州炒手圈小有名气的短线交易

大师，其战绩据圈内人说是从一

万元做到两亿元多。

不过最近易君颇有些烦恼。

因为资金规模与以往不可同日

而语，再像以往那样重仓、短线

交易，很可能会成为一颗光芒稍

逊即逝的流星，而他显然更希望

自己成为期货市场中的寿星。于

是，从来只做短线交易、对期货

品种的相关产业情况毫不了解

的他似乎有加强基本面研究的

想法，开始参加一些品种的实地

调研。

上海青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马明超给易君的建议

是走“资产管理” 的道路（业内

戏称“走资派” ）———考虑更换

角色，按照敦和、混沌轨迹，走出

单打独斗的交易模式，酝酿成立

资管团队甚至公司，逐步成为真

正的期货界大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