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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业需壮士断腕拥抱移动互联

□

本报记者 杜雅文 张昊

余额宝已引爆互联网金融风潮，公募

基金成为“互联网

+

”实践先行者。 伴随

A

股强势行情， 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又迎来

“躺着赚钱”的黄金期，一些市场主体可能

将再度陷入传统路径依赖。在全球财富管

理数字化浪潮下，拥抱移动互联理应成为

2015

年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思维起点，这

也是实现行业大发展、提升财富管理水平

的重要领域。

易观智库最新数据显示，

2014

年我国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

7.3

亿人。 此前，一些

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不论是互联网

渗透率还是互联网经济占

GDP

的比重，我

国都已超过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正是基于

此， 从刚刚闭幕的两会上透露出重要信

号，即“互联网

+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实际上，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已站在互

联网变革最前沿。 以余额宝为例，这一互

联网金融的初步探索已让市场见识了巨

大威力。 不过，一些资产管理机构仍没有

意识到要主动进行互联网变革，所谓创新

仅停留在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产品、推出

微信公众号进行营销等较浅层次。甚至在

牛市来临后，自我革新动力不进反退。

来自海外研究机构最新消息显示，

预计

2015

年会有超过

1000

家财富管理机

构推出自己的数字化服务平台。 我国资

产管理行业应抓住时机， 成为此轮变革

的主导者。

首先，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彻底打

破现有公司技术架构。 进入移动互联时

代，意味着当前各种商业模式、规则以及

基本逻辑的出发点都会重构。拥抱移动互

联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模式的改良，而是革

命性地基于移动互联网构建自己的技术

话语体系。

其次，在公司管理架构上，要探索基于

人工智能及数字化发展方向的未来路径。

需从管理体制、组织形式、人才引进、激励

机制、公司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深入变革。

再次，移动互联时代意味着客户需求

会发生极大改变，长尾效应、个性化定制

等新现象会倒逼产品创新。整个社会传统

产业商业逻辑改变，会影响到投资研究部

门现有的估值模型。这都需资产管理机构

尽快建立数据库，用技术手段探索大数据

高效应用，最终形成有效的创新投研方法

及金融产品。

此外，创新同时要严控风险。目前，很

多资产管理机构已开始数据化探索，但由

于各种原因数据库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产品风险控制比较薄弱。已出现一些金融

机构披着互联网金融外衣， 实行非法集

资、随意承诺收益等违法乱纪之实。 这需

监管部门划定行业发展底线，运用新的信

息技术探索移动互联时代的监管体系和

方法。

总而言之，在移动互联的历史大背景

下、在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在海外

金融巨头加码人工智能的现实情况下，虽

然目前对接移动互联还处于探索阶段，新

的商业模式无先例可循，但我国资产管理

行业的管理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先行者

不一定成功，不探索者必定失败。 （相关

报道见A05版《“互联网+” 变革激荡 资

管业新金融蓝图初显》）

牛市逻辑强化 上涨空间打开

沪综指六连阳后有整理可能，可循三条主线精选个股

□

本报记者 李波

在一举攻破3478点压力位后， 沪综

指周三继续高歌猛进、量价齐升，再创近

七年新高。 蓝筹股和成长股联袂上涨、比

翼齐飞。 打新资金解冻回流、M2增速超

预期回升、养老金入市破题、央行续作约

5000亿MLF及管理层对稳增长、宽货币、

改革牛的积极表态，令流动性宽松和改革

红利两大牛市逻辑被再度强化， 技术面

3478点的突破更使上涨空间进一步打

开。在操作上，建议看淡指数和风格，精选

个股，重点关注三条主线：一是“一带一

路” 、国企改革等改革主题；二是“互联网

+” 、大环保等风口热点；三是优质蓝筹股

的修复行情。

沪综指再创近七年新高

承接周二强势格局，沪综指昨日继续

高歌猛进，再创近七年新高，日K线收出

六连阳。 创业板指数再创历史新高，蓝筹

成长比翼齐飞。各行业和概念板块火力全

开，集体上涨。

截至昨日收盘， 上证综指收报

3577.30点， 上涨2.13%； 深证成指收报

12496.24点，上涨2.68%；创业板指数和

中小板综指分别上涨2.13%和1.88%。

申万一级行业板块全线飘红。 其中，

钢铁、 家用电器和机械设备板块涨幅居

前， 分别上涨4.39%、3.37%和2.80%。 综

合、汽车、医药生物板块涨幅相对较小，但

均超过1%。 Wind概念指数无一下跌，生

物识别、在线旅游、智能电视指数涨幅居

前，都在4%以上。 两市共有96只非ST个

股涨停，赚钱效应进一步扩散。

继周二突破万亿元后，A股成交额昨

日继续放大， 反映增量资金进场脚步坚

定，有助于慢牛格局深入推进。 据Wind

资讯 ， 沪深两市昨日成交额分别达

6173.67亿元和 4865.25亿元 ， 合计达

11038.92亿元。 其中，沪市成交创2014年

12月23日以来阶段天量， 以及历史上第

四高位。

与周二盘中攻克3478点后跳水不

同，昨日沪综指一路走高，盘中几乎没有

出现明显调整，强势格局进一步凸显。 市

场人士认为，3478点阻力位的拿下，意味

着压制A股近6年的 “铁顶” 被成功突

破，指数上涨空间进一步打开。 技术面、

资金面和政策面利好共振， 引爆市场做

多激情。

三条绳牵住“牛鼻子”

展望后市， 沪综指在3500点之上将

进入技术面“类真空地带” ，加上当前市

场环境偏暖、乐观情绪弥漫，牛市格局将

进一步明朗。 当然，沪综指在六连阳和突

破重要阻力位后， 存在整理需要； 随着

“大象”苏醒和起舞，市场风格趋于均衡，

热点切换将提速，个股分化将展开。

总体来看，后市股指将继续呈现震荡

上行慢牛脚步，个股将演绎春暖花开的投

资盛宴。 投资者既不必过度猜测反弹点

位，也无需纠结可能的震荡调整。 在淡化

指数和风格的同时， 宜精选优质个股，享

受牛市收益。

具体而言，可把握三条主线，借此牵

上市场的“牛鼻子” 。一是改革主线。改革

红利是本轮牛市关键驱动力，改革主线将

贯穿全年。“一带一路” 、自贸区、国企改

革、金融改革等概念股将极大受益政策利

好带来的提振。

二是“风口”概念。 受益管理层的大

力支持和明朗的成长前景，“互联网+” 、

大环保成为当前炙手可热的主题。与之相

关的互联网金融、智能医疗、工业4.0、环

保设备、新能源等领域将大放异彩。

三是蓝筹修复主题。 尽管受制经济

增速下行， 但部分蓝筹品种将借助超预

期利好实现估值修复。 比如，受益混业经

营、地方债务置换的银行股，受益代客理

财预期和优异业绩的券商股， 以及削减

产能、 加强并购进而形成博弈空间的钢

铁股等。

新华社图片 制图/王力

亚投行扩围 博鳌论坛临近

“一带一路” 酝酿再起航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继英国宣布有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

意向创始成员国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宣布将申请

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至此，欧洲最大的

4个经济体均已决定加入亚投行。

这一消息带给资本市场的连锁反应尚未演绎完

毕，即将召开的博鳌论坛又给市场带来好消息。据中

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本届博鳌论坛除发布多个区域

合作报告外，备受关注的“一带一路” 规划有望在近

期公布，不排除有在博鳌论坛前后亮相的可能。

分析人士表示， 在亚投行扩围和博鳌论坛召开

的双重催化作用下，“一带一路”和区域发展概念将

使A股迎来新一轮上涨。随着“一带一路”战略逐步

落实，A股市场将进入“中国创造” 和“中国制造”

比翼齐飞的系统性行情阶段。“一带一路”概念涵盖

的交通运输、基础建设等概念将继续受追捧。

三大主线迎利好

业内人士表示，亚投行被世界看好，是“一带

一路” 战略重大利好。 “一带一路” 初期是大规模

基础设施建设，紧接着是资源能源开发利用，随后

是全方位贸易服务往来，这些将为资本市场带来多

产业链、多行业投资机会。受益于“一带一路” 大战

略的股票很有机会成为慢牛标的，在未来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持续高速增长，相关主题基金将迎来红利

收获期。

以基建为代表的“一带一路” 概念股经过2014

年大涨后，进入2015年多数个股处于调整状态。 其

中，三一重工、准油股份、中国铁建、中国中铁、振华

重工、中国电建、柳工、上峰水泥、青松建化和徐工机

械等个股年内跌幅均超5%， 同期上证指数上涨

6.63%。 分析人士认为，受亚投行扩围和博鳌亚洲论

坛召开临近事件催化影响，上述“一带一路”龙头股

或迎来一轮补涨行情。

光大证券报告表示，“一带一路” 将是贯穿未

来3年至5年的超级投资主题，目前已有50个国家参

与探讨，国内约31个省区市宣布加入“一带一路”

规划建设中来，未来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等基础

设施建设将成为突破点。 可持续关注大基建（中国

电建、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中国建筑、龙建股份）、

高铁核电（上海电气、东方电气、中国一重、中核科

技、中国南车、中国北车）、金融（工商银行、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三大投资主

线。 同时第二波上涨已来临，重点关注将要合

并为中国中车的中国南车、中国北车，以及

龙建股份、东南网架、中冠A、宝利沥青等

二线标的。 （下转A02版）

国债期货现年内最大单日跌幅

18日，五年期国债期货再次出现大幅度的下跌。 市场人士指出，一方面，短

线股市涨势难言结束，在债市收益率相对鸡肋的情况下，对短期国债期货市场

仍将有冲击；另一方面，当前未看到经济实质回升的迹象，股债跷跷板暂时难以

动摇债券牛市的根基，国债期货短线调整后回稳的可能性大。

私募频频布局公募 资管业股权融合潮起

资产管理行业的业务和股权融合呈现加速态势。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私募机构景林投资在入股长安基金后， 将考虑入股一家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

并因此间接持股另一家公募基金。其他一些私募机构对公募领域也一直有着浓

厚兴趣，并积极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