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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座

【木桶新论】

传统的木桶理论是：你的成绩决定
于你的短板。而更积极的“木桶新论”
是：人的时间与精力有限，不应把一生
的重点放在不断改进自己的缺点，把自
己培养成“完人”；而应尽早发现自己的
长板，然后将自身优点持续不断发扬光
大，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成为某方面
的专家。

【理财的四大误区】

①理财是富人的事：穷人、富人都
能理财，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②忙，

没有时间理：不是没时间，只是没习惯；
③我不懂理财：不懂可以学，理财并不
难；④理财就是发财：理财和发财没有
关系，理财是未雨绸缪，帮助你的财富
安全、稳健地增长，达到生活目标。

【股市里看人生】

谈朋友→选股；订婚→建仓；结
婚 → 成 交 ； 生 子 → 配 股 ； 超 生 → 增
发；感情不和→套牢；白头偕老→做
长线；自由恋爱→开放式基金；父母
给钱→资产注入；吵架→震荡；分手
→割肉；失恋→跌停；山盟海誓→股
市泡沫；离婚→解套。

★课堂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VC）是指投资者资助缺
乏资金的创业者，并承担相应风险的投
资方式。投资者以资金换得部分股份，
并以日后获得红利或出售该股权赚取
投资回报。VC 的特色在于甘冒高风险
以求高回报，并将资金继续投入“高风
险、高科技、高成长潜力”的企业，实现
循环增值。

【私募股权】

私募股权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另类投资领域之一。私募股权投资，是
一种投资于非上市股权，或上市公司非
公开交易股权的投资方式。专业基金
公司把客户资金聚集起来，以增资扩股

或股份转让的方式获得非上市公司股
份。一旦被投资公司上市，出售持股即
可获利。

【天使投资】

天使投资即投资公司对原创项目
构思或小型初创企业进行一次性的前
期投资以获得企业部分股权，然后通过
企业上市或者股份转让实现退出盈利
的投资方式。天使投资资金规模一般
较小，但投资项目的考察和判断程序简
单，时效性强。投资者还会利用其专业
背 景 和 自 身 资 源 帮 助 创 业 企 业 获 得
成功。

【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相对于显性成本而言，是

一种隐藏于经济组织总成本之中、游离
于财务监督之外的成本。一般来说，决
策者权威失灵、信息失真、人力资源等
成本的隐蔽性大、难以避免、不易量化，
被称为隐性成本。企业长期的战略首
先要把隐性成本的预防和控制纳入重
要的管理事项中。

【买壳上市】

即一家非上市公司通过购买一家
市值较低上市公司一定量的股票来获
得对该公司的控股权，然后再通过增发
股份向公众筹集资金来反向收购自己
的业务及资产，从而实现间接上市。因
此，买壳上市也被称为资本市场版的借
尸还魂术。

（文/王琳整理）

随着我国居民财富持续增长，财富管理、
资产配置等观念已深入寻常百姓家，但在作
出最优配置决策的过程中，不少人常常难以
决断：是听从亲朋好友的“灵通消息”？还是
参考理财师的专业建议？

现在，选择途径又多了一条——由会理
财的“机器人”帮忙决定，即采用智能投资顾
问模式。智能投顾兴起于美国，近年来在我
国发展迅速，传统银行、互联网公司、第三方
理财平台纷纷抢滩，引发各方资金追捧。

需求催生发展

智能投顾的原理是什么？在多位业内人
士看来，作为一种财富管理途径，智能投顾实
际上是资产配置决策的网络数据化，又称“机
器人投顾”。

具体来看，投资者首先在平台上输入个
人的财务状况、风险偏好和理财目标等数据，
结合这些数据，平台运用分布式计算、大数据
分析、量化建模等技术手段为投资者生成个
人资产配置方案，如投资咨询建议、投资分析
报告、投资组合选择等。同时，平台还会跟踪
市场变化，当上述资产配置偏离目标时进行
再平衡调整。

“80 后”徐悦辰在朋友眼中是一位“理财
潮人”，当多数人还不知智能投顾为何物时，她
已经开始在京东金融智投平台上获取收益。

“投资者首先需要在线回答 6 个问题，包
括年龄、投资总额、平台投资金额在总额中的
占比、投资时长、最大可承受风险和预期回报
率。”徐悦辰介绍说，随后，平台为其生成了投
资组合方案，建议 1年期将资金 45%配置股票
型基金、28%配置固定收益类理财、10%配置
债券型基金、6%配置定期理财、6%配置票据
理财、5%配置货币基金。“用户可在方案框架
下自主选择具体的产品，例如股票型基金一
栏就有 3只产品可供选择”。

京东金融副总裁金麟对《经济日报》记者
表示，智能投顾业务应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大
类资产配置，平台根据检测出的用户特征将
其分成五大类，分别提供相应的资产配置建
议；二是择时，鼓励用户尽量采取智能定投的
形式，避免“高买低卖”；三是产品选择。

“和父母偏爱的储蓄、保本理财相比，我
的风险偏好更激进，希望通过组合投资获取
更高收益。”徐悦辰说，但由于个人资产有限，
她无法享受私人银行的专属线下理财师服
务，但又不甘心让钱躺在货币基金账户上赚
取不足 3%的低收益，因此，她选择尝试智能
投顾。

智能投顾的目标客户也正是与徐悦辰类
似的群体。积木盒子智能投顾项目负责人郑
毓栋表示，其目标客户是私人银行服务覆盖
不到、但又不满足于“宝宝类”产品回报的人
群，他预计这一人群的财富拥有量约占全国
居民财富总量的 40%左右。

服务优劣互现

与传统投顾相比，智能投顾的显著优势
在于降低了服务门槛。“这击中了传统投顾的
痛点，也是智能投顾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
某国有银行私人银行部工作人员说，目前市
场上“1 对 1”的人工投顾服务主要针对高净
值人群，中等收入阶层的财富管理需求没有
得到有效满足。

目前，大多数智能投顾平台对客户的最
低投资金额要求较低，部分平台甚至为“零门
槛”。此外，传统投顾最低服务费率为管理资产
的 1%，而智能投顾平台的费率多在 0.25%至
0.5%之间。“借助数据分析、建模等技术手段，
智能投顾的边际成本随客户增长而大幅下降，
相比之下，传统投顾的人工成本很高，因此费
率也很难降下来。”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兴业证券分析师吴畏认为，除了低门槛、
低费率，智能投顾还具有易操作、高透明的优
势。“平台的投资流程相对标准和固定，一般
只需要几个步骤就可完成；相对于传统投顾，
智能投顾的投资组合完全向用户公开，投资
和费用等信息都较为透明”。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分析与计算为智能
投顾带来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对时效的敏感度不高，追求的是中长期回报
而非短期涨跌回报。

郑毓栋举例说：假如有个智能投顾平台
能准确算出明天哪只股票会涨，当它将这只
股票同时推荐给 1 万个人，假设这 1 万人在同
一时间点买入这只股票，股票价格短期可能
就被抬高，那么，第 3 天、第 4 天再买入的用户
就有可能出现收益降低甚至产生亏损，因为
部分套利空间在此前已被消化。

业内人士也普遍认为，智能投顾应该做
的是中长期大类资产配置，追求长期的稳健
投资回报，而非套利性的短期交易。

投资理念需转变

目前，国内投资者对长期稳定的大类资
产配置接受度不高，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
决定了其投资风格侧重短期回报，与智能投
顾偏重中长期回报的策略步伐不一致。

“我国大部分投资者还处在从散户向购
买基金转型的过程中，而在国际成熟的金融
市场上，资金端的机构化程度较高，这更有
助于开展智能投顾业务。”一位国有银行资
产管理部人士对记者表示，我国应首先完成
资金端的机构化，以此为基础再发展智能
投顾。

除了投资者结构差别，监管差异和产品
差异也是目前智能投顾发展不够迅速的原
因。吴畏表示，我国资产管理与投资顾问适
用于不同的监管规则，目前只允许智能投顾
提供基于算法的资产配置建议，而不允许其
实现自动化交易。相比之下，一些成熟市场
的资产管理与投资顾问采用一体化监管，平
台可为投资者代理完成交易，服务一体化程
度更高。

尽管有诸多问题待解，但智能投顾仍被
视为我国财富管理的下一个“蓝海”。

零壹财经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个人
理财市场研究报告（2015）》显示，截至 2015
年底，我国互联网理财的市场规模已接近 2万
亿元，参与用户累计达 3亿人。“长尾客户潜在
空间巨大，组合投资需求上升但目前投资渠
道单一，智能投顾发展后劲十足。” 东吴证
券首席证券分析师郝彪说。

宜信财富“投米 RA”首席投资官王福星
表示，智能投顾平台可根据投资者风险偏好
和承受力，为其提供全球化资产配置方案，进
而更有效地分散风险、提高组合收益。同时，
各方应继续培养投资者的长期资产配置理
念，推动整体市场进一步发展成熟。

智能投顾期待“蝶变”
本报记者 郭子源

随着华安智增精选、财通多策略福
享、九泰锐丰定增等定增基金于近期发
行，截至目前，市场上定增基金产品已达
14只。

2016 年以来，新成立的 7 只定增基
金合计募集规模超过 118 亿元，平均募集
规模在 16 亿元左右，远超过普通股票型
基金 5 亿元左右的募资规模，足见定增基
金的火爆程度。

招商增荣混合基金经理姚飞军介绍，
定向增发是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行为。上市公司通常以低于市场均价的
价格，向不超过 10 位的特定投资者发行
股份融资，也即“打折买股票”。参与定增
的门槛很高，2015 年的 813 个定增项目
平均参与起点为 1.5 亿元。同时，根据规
定，定增的发行对象不得超过 10 名，一般
都被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包揽。

如今，普通投资者也能够通过申赎公
募基金参与分享定向增发的红利。2015
年以来，公募基金开始发行定增基金产
品，而此前部分私募机构及财务公司等机
构早就开始参与定增投资。据私募排排
网统计数据，截至 7 月底，包括私募自主
发行、券商资管、基金专户、期货专户、信
托计划在内的多个渠道共有 900 余只定
增产品。其中，私募上半年合计自主发行
320余只产品。

“定增收益最大因素来自择时。”姚飞
军认为，今年以来，1 万亿元定增市场特
殊的折扣魅力，被越来越多的机构资金关
注。目前，公募基金仍是参与定增投资的
主 力 ，占 今 年 定 增 总 规 模 的 三 成 。 从
2015 年底开始，定增基金出现发展主要
有 4 个原因：第一是赚钱效应，从过去历
史数据来看，最近 5 年只要参与定增的投
资者总体上收益不菲；第二是比价效应，
2015 年年中市场调整后，不管是二级市
场的股票还是债券，投资者发现都没有特

别好的投资标的，定增标的优势显现；第
三是定增市场规模较大，从 2014年开始，
并购重组升温，定增市场每年增长规模在
50%左右，可容纳足够多的参与者；第四，
择时方面对投资者相对有利。

博时基金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定
增基金的运作特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封
闭运作，可二级市场买卖。一般而言，定
增基金获配的股票在其锁定期期内不得
转让，也无法卖出，因此多采用封闭运作
的方式，定增基金设有一定期限的封闭
期，期间不能赎回。但基金份额可上市交
易，即像股票一样在二级市场买卖。二是
估值特殊，净值不体现实际盈亏。定增股
票的估值有特殊规定，即如果定增股票市
价低于定增价格，则按照市价估值；如果
定增股票的市价高于定增价格，要按照市
价进行一定比例的折算后进行估值，也就
是将盈利在剩余锁定期内进行摊销。

计算公式为：用于净值计算的股价=
定增价+（市场价-定增价）×（锁定期总
交易日数-剩余的交易日数）/锁定期总
交易日数。比如：假设某只定增基金以
10 元的定增价格拿到了 A 股票，项目期
限为一年（250 个交易日），若第 10 个交
易日该股票的市价为 15 元，那么这 5 元
的利润不会全部体现在该日的基金净值
中，用来估算基金净值的 A 股票价格为
10 +（15-10）×（250-240）/250=10.2
元。相反，如果第 10 个交易日 A 股票的
市价为 8 元，则这 2 元的亏损则要计入当
日的基金净值，用来估算基金净值的 A
股票价格就是 8元，不用摊销。

专业人士称，由于定增基金这种特殊
的估值规则，所以投资者感觉市场上涨时
定增基金涨得慢，下跌时却跌得快。但需
注意的是，定增基金最终收益主要取决于
封闭期结束后定增价和市价的差值，无需
过于关注定增产品净值的短期波动。

分享定增红利
本报记者 周 琳

与线下理财师相比，除

了低门槛、低费率，智能投

顾还具有易操作、透明度

高的优势。虽然起步较

快，但智能投顾在目前发

展中也面临一系列难题。

未来，若要真正实现“蝶

变”，替代线下投资专家，还

要根据投资者风险偏好和

承受力，更有效地分散风

险、提高组合收益

暑期进入尾声，又有一批孩子将进入
校园。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教育经费将
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何为孩子的教育
资金做科学合理的规划？业内人士建议，
家长们不妨考虑一下教育保险。

教育保险通常也称为“教育金保险”，
是为孩子积累教育费用的险种，既有储蓄
作用，又有保险保障功能。

“为了给孩子创造接受良好教育的条
件，及早储备教育金尤为重要。”中国平安
人寿保险股份公司总部工作人员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教育保险针对少年儿童在
不同的生长阶段提供相应的生存保险金，
一般出生满 30 天且健康出院至 11 周岁
期间的孩子，家长都可选择为其投保，产
品也多种多样，比如上学时期的教育基
金，参加工作的创业基金、婚嫁基金等。

从种类上来看，目前教育保险可分为
传统寿险、分红险、万能险和投连险四大
类。传统寿险利益确定，适合风险承受能
力低、经济能力有限或偏好确定预期利益
的投保人；分红险投资收益相对稳定，保
险公司每年向投资者派发可浮动的红利，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偏低，有长期稳健理财
需求，并希望获得长期保障的投保人；万
能险具有缴费灵活，保额可调的特点，设
有保障账户和单独的投资账户，投资收益
与风险由保险公司与客户共同承担，风险
相对较小，适合需求弹性较大，风险承受
能力较低，对保险希望以投资理财为主、
保险为辅的投保人；投连险也具有缴费灵
活、保额可调的特点，保障账户和投资账
户分离，并设有几个不同的投资账户，投
资收益与风险由保单持有人承担，风险较
高，适合于收入水平较高，希望以投资为

主，保障为辅，追求资金高收益同时又具
有较高风险承受能力的投保人。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教育保险产品还
有豁免条款，如果投保人发生疾病或意外
身故及高残等风险，不能完成教育金储备
计划，保险公司将免去投保人剩余应交保
费，但被保险人依然享受合同规定的教育
保障。

教育保险产品品类繁多，让普通消费
者难以取舍。如何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产
品？

“投保人可通过比较不同产品的特
点、保险责任、保费金额，以及保险公司的
综合实力、服务质量、理赔效率等。这需
要专业保险知识，也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建议广大消费者通过专业的保险
业务员寻求推荐和帮助，在有限的时间内
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业内人士建议，另
外，还可为孩子配置完善的保险组合。“不
可能通过一种保险满足所有的保险需求，
在为孩子未来的教育做好规划时，还可配
置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等为孩子的健
康保驾护航”。

“教育保险有‘强制’家长长期为孩子
进行教育投资的作用，因为一旦投保，就
需要按照合同规定定期支付保费给保险
公司，如果中途退保就会造成损失。这种
带有‘强制’且‘专款专用’色彩的储备资
金相对容易积少成多。”中国人民大学财
政与金融学院副教授何林提醒家长，在考
虑为孩子购买教育保险时宜早不宜迟，目
前被保险人年龄一般限制在 11 周岁以
内。也就是说，如果孩子超过 11 周岁，家
长再去为孩子投保教育保险，可选择的产
品就会非常有限。

为孩子储备未来
本报记者 姚 进 李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