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掀起智能定投热
本报记者 周 琳

定投最大的好处是能

摊薄投资成本，避免择时

风险，帮助投资者穿越牛

熊。智能定投在资金投放

的时间选择和效率上显然

更有优势。对于投资者来

说，需要根据自身情况，选

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期限和

投资策略

震荡市原本是基金销售淡季，财富管理
公司却掀起了一股定投热。华夏基金推出主
打智能推荐基金的“定投通”，富国基金发
布国内首款止盈定投产品“目标盈”，新崛
起的金融科技公司京东金融设立了“爸妈理
财”、“五星选基”等一系列智能定投产品，
天弘基金和蛋卷基金销售平台合作的“二八
轮动策略”也打出“智能定投牌”⋯⋯据不
完全统计，震荡市中参与基金智能定投的财
富管理公司已经超过 120家。

什么是智能定投？它与传统定投有哪些
区别？投资者该如何选择？

回避两个效应

投资心理学家有言：在做任何投资前，
需要规避“乐队车效应”和“败犬效应”。
前者是指投资者在进入市场时，总是跟着乐
队、承载着演奏任务的“头车”，这种趋势
在牛市时表现得较明显，直到风险来临，投
资者草率出场；后者指散户在投资失意时，
往往如“斗败的猎犬”，将自己视为弱势
者，把矛头指向投资工具的生产者和销售
者，不再放心购买金融产品。

这两种效应也折射出基金投资的难点和
痛点：何时买？买什么？何时卖？“聪明的
基金定投策略，能帮助投资者弱化买点，能
摊 薄 成 本 ， 将 卖 点 选 择 权 掌 握 在 自 己 手
中。”天相投资研究中心经理贾志说。

据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群航介
绍，国内证券投资基金定投兴起于 2008 年
之后，目的在于为投资者“削峰填谷”“熨
平成本”。随着时间推移，定投策略日益丰
富，分为双定、单定、双不定等多种策略。
双定即传统的定期定额；单定，即不定期、
定额，或定期、不定额；双不定，即不定
期、不定额。

目前，定投面临几大误区：一是必须等
额投资。其实，当大盘下跌超过 2%时，等
额投资很可能错失加仓机遇。若大盘的跌幅
与上一日相比无明显变化，则应保持定投金
额不变。若大盘一直横盘不动，则应缓慢减
少定投金额。二是定投必须长期坚持，只要
与销售机构签订了定投协议，就不用再关心
市场涨跌。其实，定投周期最好不要超过一
个牛熊周期，否则很可能亏损被套。三是定
投适合教育和养老金，仅仅是散户的专利。
其实，机构也可通过定投分享波段红利，除
了 教 育 和 养 老 ， 短 线 资 金 同 样 也 能 参 与
定投。

天弘基金产品部总经理李骏认为，在此
背景下，传统基金定投模式需要一种跨周期
和逆周期营销，才能摆脱 3 个月内某一领域
必涨的短期牛市“尴尬”。通俗地说，不要
让投资者绞尽脑汁思考“何时买”和“买什
么”。采用“白盒明示策略”的智能定投模
式也就应运而生。

所谓白盒明示策略，就是明明白白地告
诉投资者采用何种组合基金投资策略，并实
行约定交易。以天弘“斗牛二八轮动”策略
为例，该策略由天弘沪深 300、天弘中证
500 以及天弘永利债券基金 3 只产品组合而
成，假设买入点的参考标准是 20 天前的某

一点位，只要沪深 300 上涨就以主要资金买
沪深 300，中证 500 高就买中证 500，如果
这 2 只权益类产品都下跌，就转而持有债券
型基金，在大盘股和小盘股之间、股债之间
实现“二八”轮动。

“本质上，这一策略是短期择时策略，
通过择时让投资者相信‘骑牛躲熊’的操作
方法和投资理念，而不是 3 个月内某个领域
必涨。实际上帮助投资者省去了买点选择、
定投基金产品选择的烦恼。”李骏说。

理解分散投资的真谛

除了选择好的基金组合之外，应用合
适的策略科学投资也是智能定投成败的关
键。“以往基金圈主打的口号是专家理财，
但基金的最大价值并非如此，而是分散投
资。”贾志介绍说，定投最大的好处是摊薄
投资成本，避免择时风险，帮助投资者穿
越牛熊。智能定投应该特别关注两点：期
限和策略。

定投的期限分为买点和卖点两个层面，
即便通过长期定额投资淡化了买点，若未选
对卖点，定投也将失败。定投的好处是弱化
买点之后，无限地放大了卖点的重要性。业
内人士认为，智能定投若想成功，必须立足
于一个完整的牛熊周期，悉心预先设定好买
点和卖点。智能定投最佳的介入点是市场的
左侧，而不是传统定投模式下的任何时间。

“这个左侧点，应该是市场前一个高位
形成并且进入下降通道的点位。当基民做定
投时，会非常欢迎市场下跌，因为每次下跌
时，就多了一次逢低加仓的好时机。在分批
买入后，基民一般会得到一个相对低廉的持

仓成本，直到市场右侧上升趋势形成时，智
能定投模型一般会在这一时间点提示把剩余
的‘弹药’打光，然后耐心地等待卖点出
现。”贾志说。

在资金投放的效率上，一般智能定投模
型会视具体市场情况提示基民实行不同额度
的加仓，而非一成不变，设定分批认、申购
基金。

具体来看，投资者该如何操作智能定
投？传统基金定投的部分经验依然适用：在
品种选择上，左侧交易时机出现时，指数基
金一般比较适合入门级投资者。在定投策略
上，可定投一个基金组合，而非单只基金。
此 外 ， 可 短 周 期 定 投 ， 博 取 波 段 性 反 弹
收益。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智能定投重在选择
策略。目前市场上有两种智能定投方式：一
是选用“斗牛二八轮动”策略这样的“懒
人”定投策略，类似的策略在部分第三方基
金销售平台上较为常见，其特点是通过计算
机模型和大数据技术实行智能化的基金组合
投资，一般具备大类资产配置理念和风险分
散的投资方法，几乎不需要投资者参与。

第二种方式需要更多的基金专业投资知
识，包括目前市场上加入止盈设计、智能推
荐定基金、大数据采样定金额等功能的定投
产品。比如，可持续连投的止盈定投产品
——富国基金“目标盈”，投资者需提前设
置定投目标收益率，达到收益目标时，这一
产品会自动发起赎回，并重新开启新一轮定
投。再如，华夏定投通是根据基金定投排名
和投资者的投资习惯智能推荐定投基金，并
参考基金投资大数据，向投资者推荐每期定
投金额，最终择时、择基的主意还得投资者
自己拿。

日前，监管层陆续出台了两个关于
P2P 网贷的监管政策，分别是《网络借贷
资金存管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稿）》和《网
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
办法》，两个监管政策均要求平台按照通
信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申请获得相应的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引发业内热议。

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监管要求的许
可证究竟是什么？以及对网贷行业来说
为什么那么重要？

“监管政策中要求平台办理的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证就是我们常说的 ICP 经营
许可证，也叫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
可证，属于增值电信业务的一类。”盈灿咨
询研究员王海梅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此前出台的《互联网信息服
务管理办法》就规定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
息服务，应当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
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申请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根据规定，未取得经营许可
证，擅自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将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甚至是责令关闭
网站。

由此可见，P2P 网贷平台作为从事经
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网站，办理 ICP 许
可证也成为其未来合法开展业务的第一
步。“网贷平台作为投融双方的撮合交易
平台，为投融资双方提供信息服务并从中
收取服务费，是典型的经营性信息服务平
台，因此 ICP 经营许可证是网贷平台必不
可少的。”爱钱帮 CEO 王吉涛表示，根据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关于互联
网信息服务办理许可与备案的通知》规
定，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必须办理 ICP
证，否则就属于非法经营。

据盈灿咨询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 8 月底，全国正常运营 P2P 平台数量为
2235 家，其中约有 222 家平台拥有有效
的 ICP 经营性许可证，约占网贷行业正常
运营平台总数量的 10%。也就是说，目
前大部分平台处于“无证经营”状态。

从获得 ICP 经营性许可证的地域分
布来看，北京地区共有 79 家平台拥有有
效的 ICP 许可证，位居榜首；其次是浙江
地区，有 54 家；广东地区以 24 家位列第
三；江苏地区和河北地区分别排名第四和
第五，分别有 14 家和 9 家，其余 14 个省市
各有 1 家至 7 家平台获得 ICP 许可证，其
中上海市仅有 2家平台获 ICP许可证。

“目前没有 ICP 许可证的平台多半是
没有申请或者是之前提交的申请仍在审
批过程中。可以确定的是，在网贷新规出
台以后，申请办理 ICP 许可证的门槛将提
高，各地区的审批办理方式不尽相同，但
多数都要求提交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批
文。”紫马财行 CEO唐学庆表示。

王海梅表示，ICP 经营性许可证虽然
有效期是 5 年，但是实行年检制度，如果
年检不合格，证件也将随之失效。《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电信业务经营
者应当在报告年的次年第一季度向原发
证机关报送年检材料。未按规定参加年
检或者年检事项不符合规定的，电信管理
机构应当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相应的行
政处罚；按时改正的，为经整改年检合格；
拒不改正的，为年检不合格。据北京通信
行业协会表示，如果年检不合格，ICP 许
可证将失效，需要一年后才能重新办理。

“所以平台获得 ICP 许可证后应及时
年检，投资人在查询平台增值电信业务许
可证的时候，不仅要看其业务种类是否符
合监管要求，还需注意 ICP 许可证是否仍
然有效。”王海梅说。

必不可少的ICP许可证
本报记者 钱箐旎

作为外汇投资渠道之一，账户外汇
是用人民币来买卖多币种账户外汇，借
助汇率市场波动赚取价差收益。多家银
行目前均针对个人客户推出了此类产
品，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今年上半年更是
率先将“一带一路”沿线及新兴市场等
80 个国家的外币都搬到网上银行来做
外汇交易。

值得投资者注意的是，账户外汇与个
人外汇买卖、个人结售汇均不同。账户外
汇用人民币来交易，买入的其他币种不能
用来支取实际外汇，只能卖出后获得人民
币资金，也就是“只计份额、不支取实际外
汇”，其交易过程不受个人年度结售汇额
度限制；个人外汇买卖是以一种外币兑换
另一种外币，买入的外汇可在监管政策范
围内支取；个人结售汇则用来满足实际用
汇需求，购汇后可实际使用，受个人年度
结售汇额度约束。

按照挂钩外汇种类不同，账户外汇的
交易品种可分为账户欧元、账户英镑、账
户加拿大元、账户瑞郎、账户澳元、账户日
元等，不同银行推出的具体交易品种有所
区别。

从单笔交易起点数量、最小递增单位
看，各家银行的规定有所差别，也会根据
市场情况作出调整。以工行为例，该行目
前账户日元的单笔交易起点数量为 1000
日元，交易最小递增单位为 100 日元；账
户挪威克朗、丹麦克朗、瑞典克朗则为
100 单位外币、10 单位外币；其他品种账
户外汇为 10单位外币、1单位外币。

从交易类型看，可分为“先买入后卖
出”和“先卖出后买入”两种。如果投资者

预期未来某一外汇对人民币汇率上涨，可
选择先买入后卖出交易，通过低买高卖获
得价差收益；相反，如果预期某一外汇对
人民币汇率未来下跌，则可选择先卖出后
买入交易，通过高卖低买获得价差收益。
如果选择“先卖出后买入”，在卖出交易前
应提供 100%的交易保证金。

工行工作人员提醒投资者，在选择
账户外汇交易时，需要在银行开立资金
账户、交易账户和保证金账户，或可指定
本人在该银行开立的借记卡或存折作为
资金账户，完成后银行系统会自动开立
一个交易账户，这个账户下设多个相互
独 立 的 子 账 户 ，对 应 不 同 的 账 户 外 汇
品种。

在实际交易环节，投资者可以用“实
时交易”和“挂单交易”两种方式操作，后
者又分为获利挂单、止损挂单和双向挂单
等。获利挂单是指客户挂单买入价低于
当前银行卖出价，或客户挂单卖出价高于
当前银行买入价；止损挂单是指客户挂单
卖出价低于当前银行买入价，或客户挂单
买入价高于当前银行卖出价；双向挂单则
是客户同时设立的一个获利挂单和一个
止损挂单，若其中任意一项挂单成交，另
一项挂单则自动失效。

与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实行“T+1”交
易不同，账户外汇采取“T+0”模式，买入
的账户外汇可在当日卖出，卖出账户外汇
获得的资金可在当日继续买入，即客户在
交易日当天可多次交易。此外，与股票市
场可以通过“融资融券”加杠杆不同，账户
外汇交易不可杠杆操作，客户须提供全额
交易资金。

无法支取的账户外汇
本报记者 郭子源

★课堂

【GDP 的起源】

大萧条期间，美国缺乏刻画经济全
貌的关键指标，决策如同在黑暗里摸
索。1934 年 1 月 4 日，美国商务部与经
济学家合作，编制了 1929 年至 1932 年
全国国民收入数据，这一天也被视为
GDP 的生日。后来，联合国以 GDP 为
核心，推出 4 个版本“国民账户体系”，
作为宏观经济统计的全球标准。

【责任稀释定律】

公司决策者认为，重要的事=大家

做，大家做=人人做；员工往往解读成
大家做=别人做，别人做=我不做；这就
是责任稀释定律——责任在人多的环
境中，就会像化学溶剂一样被稀释，人
越多，个人责任感就越淡薄。解决办法
是：①一对一锁定责任——定事、定人、
定责；②责任承诺，承诺才有负责。

【年化收益率和年化收益】

年化收益率是指投资期限为一年
所获的收益率，仅是把当前收益率换算
成年收益率来计算的一种理论收益率，
并不是真正的已取得的收益率。年化
收益率=（投资内收益/本金）/（投资天
数/365）×100%。年化收益是具体的
收益金额，年化收益=本金×年化收
益率。

【何为并购】

并购的实质是权利让渡：一方通过
出让对企业的控制权获得收益，另一方
付出代价获取这部分控制权。相较于
内部扩张，企业通过并购发展要快得
多，但不确定性也很大，特别是文化差
异带来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通常采
取循序渐进方式：不控制、主导该企业，
先做一个“内部观察者”。

★茶座

【赠品的魔力】

一家服装店推出每个月免费为购

买者提供干洗衣服的服务。会员把衣
服拿回来干洗时，都要再看看这家店
的新款服装，看的人多了，销售量也提
高了。小小的增值服务，让许多客户
成为回头客。

【“鲶鱼效应”】

沙丁鱼在运回渔港途中，很多会窒
息而死，一位船长在鱼槽里放了一条以
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沙丁鱼见了鲶
鱼十分紧张，四处躲避，死亡率也低了
很多。企业管理可借鉴“鲶鱼效应”，通
过补充新鲜血液，给懒惰员工带来竞争
压力，唤起“沙丁鱼”们竞争求胜之心。

【企业初创时的“3D”】

①不间断创新的思维（Discontin-

uous innovation），不时的创新可给现
状带来变革性的好处；②防御性技术

（Defensible technology），比 如 通 过
树立准入门槛来保护自己；③颠覆性商
业 模 式（Disruptive business mod-
el），打造出颠覆性的商业模式能成为
改变游戏规则的人。

【你是什么 O】

CAO 首席行政官；CBO 首席品牌
官；CEO 首席执行官；CFO 首席财务
官；CHO 首席人事官；CIO 首席信息官；
CRO 首席研究官；CKO 首席知识官；
CMO 首席市场官；CNO 首席谈判官；
CTO 首席技术官；COO 首席运营官；
CPO首席公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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