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惕虚拟货币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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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无国家力量背书，也无

实际使用价值，更无实际供应限

制，虚拟货币的价格只能通过一种

方式来体现，就是下一个接盘者愿

意出的价格。价格高低完全由下

一个接盘者出价来决定的金融现

象，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清晰描述

——泡沫

▲ 虚拟货币不是科技，而是

投资者的盲目与从众。当虚拟货

币泡沫完全破裂时，投资者真正剩

下的，只是一串计算机里毫无用处

的代码。而这，才是虚拟货币的真

实本质

可转债融资加速

新闻回放：可转换债券正成为上市
公司融资利器。据Wind资讯统计，截
至9月11日，今年以来共有115家公司
公布了可转债预案，计划发行规模3059
亿元。目前，有26个可转债发行计划处
于董事会预案阶段，73个可转债预案处
于股东大会通过阶段，16个可转债证监
会已批准通过。相比，2016年全年，仅
有3家公司推出可转债预案，其中2家
已停止实施。

点评：可转债融资加速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融资遇冷。今年

以来，监管部门频频发力，再融资新规和

减持新规双管齐下，定增市场大幅萎缩。

相对于定增，可转债不受再融资新规限

制，还具备转股后可直接补充核心一级资

本、递延摊薄每股收益、当期不影响盈利

指标等优点，深受上市公司青睐。近日，

监管部门还对可转债发行方式作了调整，

将现行资金申购改为信用申购。新规解

决了大规模资金冻结问题，有助于提升可

转债市场吸引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

升发行成功率。给力的政策也将促进可

转债融资进一步提速。

专项债发行井喷

新闻回放：自7月份财政部公布89
号文，要求优先试点土地储备、政府收费
公路专项债以来，8月份这两个领域的
专项债发行量呈井喷式增长。中债资信
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土地储备专项债
发行规模达 431.80 亿元，环比大增
208.43%；收费公路专项债从7月份的
零发行到8月份发行规模达213亿元。
截至2017年8月31日，存量地方政府
专项债4.85万亿元，占地方政府债总余
额的35.8%，较年初占比明显上升。同
时，8月份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中，超过
一半为专项债，7月份该比例仅为四成。

点评：在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背景下，项目收益专项债正逐步成

为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中的重要一

环，其偿债资金来源于所对应项目取得

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较之地方融

资平台，专项债更便于纳入政府预算管

理和风险防控。此外，鉴于地方政府在

基础设施领域有巨大融资需求，且这类

项目更适用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因

而，专项债有望成为地方基建融资的重

要渠道，发行规模也会在预算范围内有

大幅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专项债发行

规模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预

算，目前新增专项债相比城投债规模较

小，对城投债冲击有限。

“96费改”一周年

新闻回放：2016年初，发改委和央
行发布了《关于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
定价机制的通知》，对银行卡收单业务的
收费模式和定价水平作出调整，并于
2016年9月6日正式实施，被业内称为
“96费改”。至今，“96费改”整整一周
年。这一年来，“96费改”有效地遏制了
收单服务市场长期存在的商户资料造
假、套码等针对银行卡刷卡手续费率的
套利行为，市场环境大幅改善，不过，第
三方支付收单机构日子却不好过。

点评：“96费改”本意侧重于降费降

本，就其对各方影响来看，商户、发卡银

行、银联、消费者均能从中受益，唯有第

三方支付收单企业可能陷入更激烈的竞

争。更重要的是，第三方支付收单企业

只靠刷卡手续费赚钱已经不行了，必须

开展多元化布局，盘活自身数据资产。

“96费改”也造就了聚合支付的崛起。很

多在支付机构下游做商户服务的公司开

始变通，接入市场上多种支付通道，通过

产品多元化和资源匹配来保障自身现有

收入。许多银行也相继与支付宝、微信

支付合作，推出了聚合支付产品。市场

已进入了多元化支付受理时代。

（点评人：孟 飞）

选基金“挑花眼”难题有解

公募FOF来了！
本报记者 周 琳

虚拟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其供应也没有任何实际限制——

市场期待已久的首批公募FOF
日前获批，这意味普通百姓养老投资、
机构跨周期投资又多了一种重要配置
工具，选基金“挑花眼”的难题有了解
决办法。
所谓公募FOF，是一种公开募集

发行成立的基金中基金。通俗地说，一
般的证券投资基金是由基金公司代替
投资者炒股、买债券、买黄金等，基金中
基金产品是代替投资者买合适的基金。
华夏基金副总经理李一梅表示，

FOF产品的核心是基金经理帮投资
者选择基金，让普通投资者也能享受
过去高净值人群或机构投资者才能享
受的专业投顾服务，为每一位FOF持
有人省去择基、资产配置和基金后期
管理的烦恼。
为什么会有公募FOF产品？主要

有两大重要条件，一是目前市场上已
有4000多只公募基金，投资者如何
选择成为难题；二是如何赚钱成为难
题。股债市场都有轮动周期，对于国
内市场来讲，股债“双杀”情况并不
鲜见，市场需要一种全天候、跨周
期、收益稳健的工具，公募FOF的存
在实际上填补了我国资产频谱的不完
整性，增加了中等收益风险组合的投
资品种。
投资者如何选择FOF？济安金信

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群航表示，FOF
本质上还是基金产品，投资者有选择
基金常用的三种路径：基金公司、产
品、FOF经理。在公司方面，可重点关
注基金公司的实力、FOF团队的规模
和构成；在基金产品方面，应关注相关
公司原有的基金产品线结构，以及以
往对于混合基金的管理情况；在基金
经理层面，应重点关注其大类资产配
置能力，投资理念、投资范围、投资策
略、净值披露、申赎安排等。
FOF产品最好的应用场景之一

是养老金理财。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副理事长王忠民表示，养老金第三支
柱的账户应是个人账户，基金架构有
助于形成受托责任和公司内部治理、
收益分配相融合的激励关系，那些大
型聚合性的资金只适合于做母基金，
母基金也可以是FOF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首批获批的6只公

募FOF产品均为混合型FOF。华夏
基金、建信基金均采用了美国市场较
为流行的目标风险基金模式，根据目
标风险的不同，设置不同的风险资产
比例；嘉实基金、南方基金则选择全天
候配置策略；海富通及泰达宏利则将
会着重于基金优选策略与资产配置策
略的结合。根据规定，拿到批文的新
基金通常要在6个月之内完成募集，对
于公募FOF，基金公司均极为重视，华
夏、南方、泰达宏利等基金公司都为
FOF基金成立了专门部门，获批的公
募FOF产品有望尽快与投资者见面。
天相投顾基金评价中心负责人贾

志表示，FOF不应简单理解为产品，更
侧重的是一种资产配置服务，FOF的
核心竞争力是资产配置，这很难由个
人投资者完成，所以需要专业的基金
经理团队。不过，对FOF的运作会产
生追求短期排名、成为营销工具、迷信
量化投资、纠结双重收费等四大误区，
投资者不应陷入这些误区以及所谓的
内外FOF争论。对于产品线齐全的大
型基金公司，可尝试从公司内部摘选
基金，发行内部FOF；中小基金公司，
由于产品线问题，只能选择外部其他
公司的产品，成立外部FOF，究竟哪种
路径较好，应让市场去检验。

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18世纪
英国的南海股票泡沫和1910年的清朝橡胶
泡沫、1989年日本地产泡沫、2000年美国
科技股泡沫，直至2008年美国/全球衍生
品泡沫一路走来，人类对金融市场的认知
一直存在漏洞与偏差，而金融泡沫也从未
远离。
在这些金融泡沫褪去以后，留下的往往

是一地狼藉。现在，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
货币泡沫，披着时代特有的高科技外衣，再
次闯进人们的生活。

“高大上”难掩泡沫本质

虽然伴随着算法、计算机技术、区块链
等各种名词，虚拟货币看起来十分“高大
上”，但从本质上仔细剖析就会发现，火热
的虚拟货币，其实是一个彻底的金融泡
沫。其中，最核心的原因在于虚拟货币本
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其供应也没有任何实
际限制。
尽管绝大多数虚拟货币都宣称自己的发

行数量有限，不会无限扩张，但关键的问题
在于，到底有多少种虚拟货币，答案是没有
任何限制。同时，在不同虚拟货币之间，
又存在极强的替代性。也就是说，虽然虚
拟货币A可能宣称自己只有2000万枚，但
虚拟货币B可能有3000万枚，过了一段时
间可能会出现C、D、E、F、G等各种虚拟
货币，各有几千万或几亿枚。在这些虚拟
货币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尽
管单个虚拟货币的供应可能的确是有限的，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虚拟货币的供应却是无
限的。
如今的虚拟货币市场，除了最著名的比

特币之外，还有莱特币、公信币、瑞波币、
活力币、狗狗币、比特币现金、未来币、质
数币等，以及一些找不到中文译名的虚拟货
币，如IOTA币、Omni币、Peer币、Ubiq
币、ZEC币等。这些货币的发行没有法律法
规的限制，制造一个和这些货币类似的新币
也没有任何阻碍。更重要的是，几乎任何一
个虚拟货币，都会宣称自己比其他的虚拟货
币更先进、更优秀。
虚拟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货币。对于真

正的货币或者有货币属性的东西来说，其
价值的保障无外乎来自于两个方面：或是
强大的国家政权保障与背书，或是普遍的
民众使用性与难以替代性。人民币、美
元、欧元、英镑等法定货币属于前一种，
复制这类货币或者类似的货币会遭受法律
制裁；黄金、白银、宝石属于后一种，它们

要么光彩夺目、要么数量稀少并且有不可替
代的使用价值、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问题是，虚拟货币并不具备以上任何一

种资质。首先，抄袭一种虚拟货币、开发出
一个极为类似的虚拟货币，不会遭到任何法
律的惩罚；其次，虚拟货币并不具有实际使
用价值。黄金、白银和钻石可以用来装饰，
但你无法把一串代码带在脖子或手腕上，用
来装点外表、吸引人们的注意。
既无国家力量背书，也无实际使用价

值，更无实际供应限制，虚拟货币的价格只
能通过一种方式来体现，就是下一个接盘者
愿意出的价格。价格高低完全由下一个接盘
者的出价来决定的金融现象，都可以用两个
字来清晰描述——泡沫。
那些所谓的价格基础都由下一个接盘者

愿意出的价格决定的东西，一旦击鼓传花结
束，不再有投资者接盘，它们就会回归自己
的本源，甚至变得一文不值。
也就是说，郁金香泡沫破裂以后，投资

者就会只剩下一盆花；股票市场泡沫破裂以
后，投资者会剩下只有原来价格几分之一的
公司股权（如果没有因为杠杆交易而爆仓的
话）；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投资者就会剩
下一堆水泥房子；虚拟货币泡沫一旦破裂，
投资者也就只会剩下一大串代码。

投资切忌盲目与从众

有人也许会问，虚拟货币不是解决了很
多现实社会欠缺的东西，给了人们更好的金
融手段吗？
“去中心化，特别安全”是虚拟货币给

投资者的第一印象，但是计算机系统里到底
有多少漏洞，连最权威的电脑专家都无法完
全搞清楚，对于广大普通投资者来说，又如
何有能力鉴别这句话的真伪呢？
事实上，最近几年，关于虚拟货币被

盗、交易平台被黑的新闻屡见报端，所谓的
“去中心化”并没有保障投资者和投资平台
的安全。漏洞究竟出在哪里，那些买卖虚拟
货币的普通投资者很难搞清楚。
“虚拟货币可以在全球自由流通”是虚

拟货币的第二个特点，但在美元、英镑、欧
元、人民币等法定货币广泛流通的背景下，
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流通手段，究竟有多少意
义，值得考量。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为
什么一种财富的支付手段需要有价值呢？人
们用支票支付账款，难道支票就应该因此有
价值吗？
“虚拟货币可以匿名、不受监管”是虚

拟货币的第三个特点，但和安全性问题一
样，投资者不一定真懂虚拟货币是否可以完
全无法追踪。退一步说，就算某种货币需要
匿名、不需要监管，虚拟货币的匿名性也不
一定比黄金和钻石更好。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那些来源正当的

钱，需要规避监管呢？有多少人又需要规避
监管，又是什么样的人最需要规避监管呢？
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最近几年，国际上形形色色的犯罪，地

下军火交易、人口贩卖、计算机病毒勒索，
有很多是通过新兴的虚拟货币完成的。一个
健康的社会，并不需要发展这种规避监管的
交易手段，也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会长期
容忍不受监管的地下金钱交易。
对于虚拟货币的价值，沃伦·巴菲特曾

经直言不讳地警告，投资者应离它们越远越
好，这只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而已。没有实
际使用价值，实际总量无限且无人控制，价
格的全部决定因素既不来自供需，也不来自
政府法规，只是来自下一个投资者出价高低
的虚拟货币，从长期来看，只能成为下一个
经典的金融泡沫。任何一个金融泡沫，都一
定有破裂的一天。
当然，长期的泡沫属性，并不会决定短

期的价格波动，金融泡沫的长期必然破裂
性，也完全无法解释它自己的短期价格涨
跌。虚拟货币之火还能烧多久，谁也无法
预测。
任何没有长期意义的短期投机行为，

都无异于剜肉补疮、饮鸩止渴。也许有一
天，当虚拟货币泡沫完全破裂之时，投资
者真正剩下的，只是一串计算机里毫无用
处的代码。而这，才是虚拟货币的真实
本质。

（作者为信达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