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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数据“买”

种种迹象显示， 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公司

开始尝试利用大数据进行投资管理。 一个最新

的案例就是， 具有互联网金融风向标意义的天

弘基金， 正在与国内著名社交选股网站雪球展

开合作。

在上个月举行的“雪球嘉年华” 上，天弘基

金董事总经理郭树强向外界宣布了这一合作计

划。 彼时，郭树强透露，天弘基金派了一支工作

团队进驻雪球，合作“把整个雪球平台的大数

据用量化的、 非常专业的工具开发一个非常神

秘的产品。 ”

作为一家极具互联网基因的公募基金管理

公司， 天弘基金在互联网金融中的每一次布局

都颇受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

处获悉，这一“神秘产品” 极有可能是双方合作

开发一只大数据指数基金产品。具体而言，这一

产品将根据雪球网上几十万个雪球组合的买

入、卖出行为提取编制一个指数，并发行相关指

数产品。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在编制这一指数

时，先要对“雪球组合” 进行筛选，例如要满足

粉丝达到一定数量级、 调仓具有相当的胜率等

条件，并将根据筛选条件动态更新跟踪“雪球

组合” 。 该人士表示，目前该产品的初步形态已

经形成，正在做模拟跟踪，很快就能形成文本化

的合作协议。另一位知情人士亦透露，天弘基金

与雪球合作推出的大数据指数将在近期推出。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目前

另外一家基金公司———大成基金亦在与雪球合

作，计划推出一只大数据指数产品。知情人士透

露，该产品数据已经提取完毕，雏形也已形成。

实际上，就在不久前，大成基金与奇虎360签订

战略协议推出 “中证360互联网+大数据100指

数” 。 在此之前，亦有广发基金与百度合作推出

“广发百发100A” 、 博时与蚂蚁金服合作推出

“博时淘金大数据100A” 、 南方基金与新浪财

经推出“南方大数据100A” 等多只互联网大数

据指数基金。

上述大数据基金产品尽管有种种差异，但

一个共同之处是， 公募基金公司根据互联网所

产生的大数据来买卖股票。这意味着，公募基金

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已经由“卖基金” 升级到

“买股票” ，互联网基金正在进化。

从“卖” 开始

实际上，公募基金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最

早是从“卖基金” 开始的，而天弘基金可谓是这

一模式的“集大成者” 。 2013年，天弘基金和支

付宝联合推出互联网货币基金余额宝， 一战成

名。 此后，余额宝规模不断增长，天弘基金的管

理规模也因此荣登行业榜首。 在余额宝效应之

下，不少基金公司开始发力互联网金融，争相与

互联网公司合作，众多“宝宝” 类互联网基金应

运而生。与此同时，利用淘宝店卖基金也在一时

间成为行业热点。

在这一模式中， 互联网更多承担的是基金

销售的“渠道” 模式，产品亦以货币基金为主。

不过，由于利率走低等因素影响，目前“宝宝”

类产品增速放缓， 被寄予厚望的基金淘宝店发

展亦不够理想，互联网基金需要谋求新的突破。

前述现象则显示， 大数据基金正成为互联网基

金新的发展方向。

郭树强就对天弘与雪球合作的这只大数据

产品颇具信心。 他说：“我们一起合作的产品就

是能够把整个雪球上智慧中的智慧进行一次整

合， 是对未来资产管理行业的一次比较大的变

革和创新，我想，我们加起来的威力恐怕会向很

多基金经理提出一个挑战。 到底哪一个更有特

色，拭目以待。 ”

一位大数据基金经理进一步解释说， 对于

中国A股这样一个以散户为主的市场， 客户的

情绪对市场影响较大， 但对于传统投资方法而

言，这些是没法度量的。大成基金首席战略官温

智敏此前亦对媒体表示，A股市场以散户为主，

情绪对股市的影响可能比美国等成熟市场更

大。目前市场上还加入了社交媒体的影响，可能

更容易让某一种情绪“趋同一致” 。信息的一致

性与信息传播渠道的一致性如果演变成市场情

绪的一致性，就会有一个放大效应，涨的时候一

起疯涨，跌的时候互相踩踏。 在这种情况下，基

于与投资行为相关的一些大数据可能就会更加

显示出优势。

“通过数据把这种情绪体现出来，这是互联

网与基金公司合作的一个结构。 ” 前述大数据

基金经理说，互联网基金发展至今，已经更多的

是体现为互联网与基金公司的跨界合作， 在通

过互联网公司把产品推销给客户的时候， 互联

网沉淀下来的大数据也具有指导意义。

对于一些互联网公司而言， 亦在通过互联

网基金的此番进化来摆脱单纯渠道的地位。 近

日，雪球方面即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以往的

互联网金融模式中， 互联网公司更多担当的是

“电商” 的角色，而现在，互联网公司要从渠道

变为产品的深度设计者。 雪球近期与多家基金

公司合作， 就是要将雪球所具有的投资能力变

现， 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优化雪球的投资生态环

境，使得新手学习“大V” 从而提高投资水平，

待成长为“大V” 后能够反哺更多的新手。 建立

这种投资生态不仅需要社交增信，也需要“真

刀实枪” 地给别人看，现在与基金公司合作就

可以产生这种更实际的增信。 该人士说：“今

后， 雪球会考虑把基金作为一项深度业务进行

拓展。 ”

实际上，互联网基金“进化” 至此，基金公

司与互联网公司的跨界合作已经表现得“淋漓

尽致” 。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大

数据基金均为指数基金，对此，一位大数据基金

经理坦言，除了指数基金透明好管理外，另外一

个重要原因是，对于任何一个数据平台而言，第

一只产品都需要彰显其品牌， 所以以指数的形

式呈现比较好。

“更好玩的还在后面”

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基金的“进化” 并不

止于此。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广发基金将于近

期开始发行一只升级版的大数据基金， 而在此

前， 广发基金曾发行了国内首只互联网大数据

基金。 据悉，这只名为“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精

选” 的混合基金在利用百度互联网行为大数据

的基础上， 引入量化投资模型和大类资产配置

等投资策略， 使得产品具有一定的主动管理因

素，而在此前，大数据基金均为被动管理的指数

基金。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互联网大数据基

金进入2.0时代。

除此之外，在近期，华夏基金亦宣布与雪球

合作， 从雪球组合的管理人中选聘一名基金经

理。具体而言，雪球组合的管理人需要参加近一

个月的炒股大赛， 并至少发表一篇阐述自己投

资理念的文章， 参赛者通过此轮比赛后还将经

历一系列选拔， 最终选择一名获胜者成为华夏

基金的基金经理，并掌管1亿元的资产。 华夏基

金表示，通过比赛规则可以看出，华夏基金青睐

的投资能力是基于个股基本面的研究和对组合

整体的风险控制，而非依靠某只个别“牛股” 获

得业绩蹿升或短线的“高抛低吸” 策略。比赛投

资业绩固然重要，但成熟的投资理念、对宏观经

济和资本市场发展趋势的洞察能力， 以及以投

资人利益为先的职业价值观， 才是华夏基金真

正看重的考核指标。

雪球CEO方三文说， 此次华夏基金与雪球

联手推出网络海选投资经理， 是中国证券史上

前无古人的创新尝试。 一些基金业内人士认为，

这一模式颠覆了以往基金公司人才选拔机制，

使得基金经理的选拔更为扁平化。 一位基金经

理说，这一模式颇具互联网气息，发展到最后，

只要监管允许， 甚至可以是投资者众筹一个基

金让基金经理来管。 不过，亦有业内人士认为，

这样的选拔面临着两个局限性， 其一是短期的

比赛成绩并不能体现长期投资能力， 其二是草

根“大V” 的资产管理规模较小，或难胜任公募

基金的大规模管理。

在前述大数据基金经理看来， 这一模式更

为重要的是， 通过互联网拉近了投资经理与客

户的距离。他说，互联网可以使得基金经理与客

户能够保持较好的交流， 既有利于基金经理把

产品做得更好， 也有利于客户更为理性地投资

与选择。原广发基金副总经理肖雯此前亦表示，

未来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谁离用户越远，谁在

产业链上的价值就会越低。 基金公司要从经营

产品向同时经营产品和经营客户转型，用产品、

客户并举的方式，改变过去只经营产品的模式。

“利用互联网，使基金公司与客户的互动与

交流更为高效，更为扁平化，或是互联网基金发

展的下一个方向。 ” 前述大数据基金经理说：

“有了这个方向后，后面会有更多的玩法。 ” 肖

雯更是认为， 基金公司需要以互联网思维和技

术来改造整个公司的业务体系， 促使整个系统

转型。

天弘联手雪球“神秘产品” 呼之欲出

互联网基金再进化

□本报记者 刘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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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基金正在进化。

一个多月前， 余额宝的

“操刀者” 郭树强对外界透露，

天弘基金正在与雪球合作开发

一只神秘产品。 中国证券报记

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了解到，

这只“神秘产品” 极有可能是

利用雪球的大数据发行的一只

指数基金。据悉，这一大数据指

数将于近期推出。

对于天弘基金而言， 从余

额宝到这只即将推出的指数基

金， 反映的正是互联网基金的

“进化” 路径———由通过互联

网卖基金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做投资。 而在这一卖一买的

“进化” 中，基金公司正在与互

联网开展更为深刻的跨界合

作。 而互联网基金的进化并不

止于此，业内人士认为，基金公

司需要以互联网思维和技术来

改造整个公司的业务体系，其

中利用互联网思维与技术加强

与客户的沟通， 或是互联网基

金发展的下一个方向。

天弘联手雪球“神秘产品” 呼之欲出

互联网基金再进化

本报记者 刘夏村

互联网基金正在进化。

一个多月前，余额宝的“操刀者” 郭树强对外界透露，天弘基金正在与雪球合作开发一只神秘产品。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了解到，这只“神秘产品” 极有可能是利用雪球的大数据发行的一只指数基金。 据悉，这一大数据指数将于近期推出。

对于天弘基金而言，从余额宝到这只即将推出的指数基金，反映的正是互联网基金的“进化” 路径———由通过互联网卖基金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做投资。 而在这一卖一买的“进化” 中，基金公司正在与互联网开展更为深刻的跨界合作。 而互联网基金的进化并不止于此，业内人士认为，基金公司需要以互联网思维和技术来改造整个公司的业务体系 ，其中利用互联网思维与技术加强与客户的沟通 ，或是互联网基金发展的下一个方向。

用大数据“买”

种种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公司开始尝试利用大数据进行投资管理。 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具有互联网金融风向标意义的天弘基金，正在与国内著名社交选股网站雪球展开合作。

在上个月举行的“雪球嘉年华” 上，天弘基金董事总经理郭树强向外界宣布了这一合作计划。 彼时，郭树强透露，天弘基金派了一支工作团队进驻雪球，合作“把整个雪球平台的大数据用量化的、非常专业的工具开发一个非常神秘的产品。 ”

作为一家极具互联网基因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天弘基金在互联网金融中的每一次布局都颇受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这一“神秘产品” 极有可能是双发合作开发一只大数据指数基金产品。 具体而言，这一产品将根据雪球网上几十万个雪球组合的买入、卖出行为提取编制一个指数，并发行相关指数产品。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编制这一指数时，先要对“雪球组合” 进行筛选，例如要满足粉丝达到一定数量级、调仓具有相当的胜率等条件，并将根据筛选条件动态更新跟踪“雪球组合” 。 该人士表示，目前该产品的初步形态已经形成，正在做模拟跟踪，很快就能形成文本化的合作协议。 另一位知情人士亦透露，天弘基金与雪球合作推出的大数据指数将在近期推出。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目前另外一家基金公司———大成基金亦在与雪球合作，计划推出一只大数据指数产品。 知情人士透露，该产品数据已经提取完毕，雏形也已形成。 实际上，就在不久前，大成基金与奇虎 360签订战略协议推出“中证 360互联网 +大数据 100指数” 。 在此之前，亦有广发基金与百度合作推出“广发百发 100A” 、博时与蚂蚁金服合作推出“博时淘金大数据100A” 、南方基金与新浪财经推出“南方大数据100A” 等多只互联网大数据指数基金。

上述大数据基金产品尽管有种种差异，但一个共同之处是，公募基金公司根据互联网所产生的大数据来买卖股票。 这意味着，公募基金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已经由“卖基金” 升级到“买股票 ” ，互联网基金正在进化。

从“卖” 开始

实际上，公募基金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最早是从“卖基金” 开始的，而天弘基金可谓是这一模式的“集大成者” 。 2013年，天弘基金和支付宝联合推出互联网货币基金余额宝 ，一战成名。 此后，余额宝规模不断增长，天弘基金的管理规模也因此荣登行业榜首 。 在余额宝效应之下，不少基金公司开始发力互联网金融 ，争相与互联网公司合作，众多“宝宝” 类互联网基金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利用淘宝店卖基金也在一时间成为行业热点。

在这一模式中，互联网更多承担的是基金销售的“渠道” 模式，产品亦以货币基金为主。 不过，由于利率走低等因素影响，目前“宝宝” 类产品增速放缓，被寄予厚望的基金淘宝店发展亦不够理想 ，互联网基金需要谋求新的突破 。 前述现象则显示，大数据基金正成为互联网基金新的发展方向。

郭树强就对天弘与雪球合作的这只大数据产品颇具信心。 他说：“我们一起合作的产品就是能够把整个雪球上智慧中的智慧进行一次整合，是对未来资产管理行业的一次比较大的变革和创新，我想，我们加起来的威力恐怕会向很多基金经理提出一个挑战 。 到底哪一个更有特色，拭目以待 。 ”

一位大数据基金经理进一步解释说，对于中国A股这样一个以散户为主的市场，客户的情绪对市场影响较大，但对于传统投资方法而言，这些是没法度量的。 大成基金首席战略官温智敏此前亦对媒体表示，A股市场以散户为主，情绪对股市的影响可能比美国等成熟市场更大。 目前市场上还加入了社交媒体的影响，可能更容易让某一种情绪“趋同一致” 。 信息的一致性与信息传播渠道的一致性如果演变成市场情绪的一致性，就会有一个放大效应 ，涨的时候一起疯涨，跌的时候互相踩踏 。 在这种情况下 ，基于与投资行为相关的一些大数据可能就会更加显示出优势。

“通过数据把这种情绪体现出来，这是互联网与基金公司合作的一个结构 。 ” 前述大数据基金经理说 ，互联网基金发展至今，已经更多的是体现为互联网与基金公司的跨界合作，在通过互联网公司把产品推销给客户的时候，互联网沉淀下来的大数据也具有指导意义。

对于一些互联网公司而言，亦在通过互联网基金的此番进化来摆脱单纯渠道的地位。 近日 ，雪球方面即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以往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中，互联网公司更多担当的是“电商 ” 的角色 ，而现在，互联网公司要从渠道变为产品的深度设计者。 雪球近期与多家基金公司合作，就是要将雪球所具有的投资能力变现，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优化雪球的投资生态环境，使得新手学习“大V” 从而提高投资水平，待成长为“大V” 后能够反哺更多的新手。 建立这种投资生态不仅需要社交增信，也需要“真刀实枪” 地给别人看 ，现在与基金公司合作就可以产生这种更实际的增信。 该人士说：“今后，雪球会考虑把基金作为一项深度业务进行拓展。 ”

实际上，互联网基金“进化” 至此，基金公司与互联网公司的跨界合作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大数据基金均为指数基金，对此，一位大数据基金经理坦言，除了指数基金透明好管理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任何一个数据平台而言，第一只产品都需要彰显其品牌，所以以指数的形式呈现比较好。

“更好玩的还在后面”

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基金的“进化” 并不止于此。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广发基金将于近期开始发行一只升级版的大数据基金，而在此前，广发基金曾发行了国内首只互联网大数据基金。 据悉，这只名为“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精选” 的混合基金在利用百度互联网行为大数据的基础上，引入量化投资模型和大类资产配置等投资策略，使得产品具有一定的主动管理因素 ，而在此前，大数据基金均为被动管理的指数基金。 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互联网大数据基金进入 2.0时代。

除此之外，在近期 ，华夏基金亦宣布与雪球合作，从雪球组合的管理人中选聘一名基金经理。 具体而言，雪球组合的管理人需要参加近一个月的炒股大赛，并至少发表一篇阐述自己投资理念的文章，参赛者通过此轮比赛后还将经历一系列选拔 ，最终选择一名获胜者成为华夏基金的基金经理，并掌管 1亿元的资产。 华夏基金表示，通过比赛规则可以看出，华夏基金青睐的投资能力是基于个股基本面的研究和对组合整体的风险控制，而非依靠某只个别“牛股” 获得业绩蹿升或短线的“高抛低吸 ” 策略。 比赛投资业绩固然重要，但成熟的投资理念 、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趋势的洞察能力 ，以及以投资人利益为先的职业价值观，才是华夏基金真正看重的考核指标。

雪球CEO方三文说，此次华夏基金与雪球联手推出网络海选投资经理，是中国证券史上前无古人的创新尝试 。 一些基金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模式颠覆了以往基金公司人才选拔机制，使得基金经理的选拔更为扁平化。 一位基金经理说，这一模式颇具互联网气息，发展到最后 ，只要监管允许 ，甚至可以是投资者众筹一个基金让基金经理来管。 不过 ，亦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选拔面临着两个局限性，其一是短期的比赛成绩并不能体现长期投资能力，其二是草根“大V” 的资产管理规模较小，或难胜任公募基金的大规模管理。

在前述大数据基金经理看来，这一模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拉近了投资经理与客户的距离 。 他说，互联网可以使得基金经理与客户能够保持较好的交流，既有利于基金经理把产品做得更好，也有利于客户更为理性地投资与选择。 原广发基金副总经理肖雯此前亦表示，未来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谁离用户越远，谁在产业链上的价值就会越低。 基金公司要从经营产品向同时经营产品和经营客户转型，用产品、客户并举的方式，改变过去只经营产品的模式。

“利用互联网，使基金公司与客户的互动与交流更为高效 ，更为扁平化，或是互联网基金发展的下一个方向。 ” 前述大数据基金经理说：“有了这个方向后，后面会有更多的玩法 。 ” 肖雯更是认为，基金公司需要以互联网思维和技术来改造整个公司的业务体系 ，促使整个系统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