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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公募FOF要“三看”
本报记者 周 琳

▲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

联网经过多年的发展，让中

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

场，拥有 7.21 亿网民，这一

数字是美国的 2.2 倍。这是

一个需求巨大、潜力无穷的

市场，为创业者们提供了施

展才艺的广阔舞台

▲ 围绕人的真实需求，

积极感受需求的变化，并提

供易于接受的解决方案，这

是独角兽企业的重要共性。

当我们在寻找新独角兽的时

候，不妨从身边需求开始，或

许蓦然回首时，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寻找潜力巨大的新创企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温宝臣

科技股缘何越来越贵
陈乐天

▲ 价值决定估值，

是新科技变得越来越贵的

主要原因。随着以计算机

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的到来，科技对经济发展

的推动力显著加强，经济

对于劳动力、资本等有形

资源的依赖下降，更多地

倚重技术所带来的效率提

高，新科技的价值因而大

幅上升

▲“智能科技”产业

链作为一个深度融合的产

业链，越是巨头公司越注重

在各个领域布局，这样就能

形成正反馈效应，从而获得

超出预期的巨大增长

在西方神话中，有一种虚构的生物叫
独角兽。它形似白马，头上有角，有时还长
着双翅，稀有且高贵。进入新世纪，独角兽
被赋予的高贵、稀缺等特质延伸到了商业
领域。早在 2013 年，美国著名创投基金
——牛仔投资的创始人艾莉·李将私募和
公开市场的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
司分类，并将这些公司称为“独角兽”。如
今，人们更喜欢用“独角兽”来形容那些成
长迅速、潜力巨大的创业企业。

德勤与投中日前联合发布的《中美独
角兽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显
示，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全球共有
252 家非上市公司的估值大于 10 亿美
元，估值累计总额达到8795亿美元。从
地域分布来看，这些独角兽企业分布在全
球22个国家，其中美国和中国分别占比
42.1%和 38.9%，数量分别达到 106 家和
98家。

中国的独角兽群体正在迅速成长，这
为投资者提供了诸多机会。投资者对稀缺
并且具备高成长性的企业总是孜孜以求。
下一只独角兽会在哪里出没？这无疑是一
个既有趣又令人怦然心动的话题。

最好的时代

随着经济社会和移动互联技术的进
步，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独角兽企业
诞生。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独角兽企
业 98 家。无独有偶，今年 3 月初，科技
部火炬中心发布的 《2016 中国独角兽企
业发展报告》 显示，2016 年我国独角兽
企业呈现爆发式增加，总数达到131家，
比2015年增加61家，增幅高达46.56%。

尽管两家机构统计独角兽企业的数量
和估值不尽相同，结论却出奇地一致——

我国独角兽企业群体正在快速成长，并且
与美国独角兽公司的数量不断拉近。《报
告》 显示，我国共有16个大行业存在独
角兽企业，行业前3名电子商务、金融、
文化娱乐行业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占据总数
的46%。

犹如阳光、土壤、水分促使植物枝繁
叶茂，时代提供了独角兽企业成长的最有
利条件。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经过多
年的发展，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
市场，拥有 7.21 亿网民，这一数字是美
国的2.2倍。这是一个需求巨大、潜力无
穷的市场，为创业者们提供了施展才艺的
广阔舞台。

不难发现，我国在电子商务和互联网
金融等行业的独角兽企业尤其多。电子商
务的发展，带动了以支付宝为代表的新金
融服务快速发展，并迅速成为中国式创新
的支撑力量；同时，物流规模迅速膨胀，
使得中国物流业的包裹数量在2014年跃
居全球第一。以云计算、大数据、物流体
系、移动支付、信用体系、电商交易等形
成了新的商业基础设施，激发着整个社会
创新的活力。

艾瑞咨询曾发布研究报告指出，随着
互联网在中国的高速发展，电子商务已经
从新兴行业快速发展至成熟稳定期，并已
经有了清晰的商业模式，使这个领域依然
成为独角兽企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

同样，我国文化娱乐领域的互联网特
征显著，今日头条等企业借助移动互联网
发展、智能手机拥有率提高等机遇迅速扩
张市场，成为内容传播的平台，提供精准
的个性化推送服务，并迅速成长为文化娱
乐领域的独角兽。

独角兽的成长少不了资金的给养。随
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日渐完善，为风投
提供了畅通的退出渠道，也为创业者提供
了多样的融资选择。《报告》显示，中国

VC/PE 基金数量共计 21834 只，美国仅
为该数据的一半。创业和投资的互利共
赢，让独角兽行而至远。

宽松包容的创新环境也值得一提。中
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表示，
中国的监管处于相对比较宽容包容的状
态，潜在的监管理念认为互联网是非常大
的创新，很难找到合理的监管边界，所以
先给予市场一个探索的机会，找到了适当
的商业模式后再酌情规范。从实际情况来
看，互联网金融创新也好，共享单车也
罢，无不是在宽容的环境下迅速发展。

定位新坐标

与独角兽一起成长并分享其红利应该
是一种愉悦的体验。但是，如何才能发现
独角兽？

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地铁准备
回家时，“最后一公里”似乎成为最遥远
的距离；风雨交加抑或酷日炎炎，出租车
总是擦肩而过……于是滴滴司机迅捷地送
我们到想要去的位置；共享单车解决了部
分城市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

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朱啸虎曾提醒创业
公司，互联网创业一定要找到一个痛点切
入，这个切入点一定要小，一定要很痛。

事实上，滴滴和共享单车都是在我国
人口众多的国情下，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的
产物，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在医疗和教育
领域表现更为明显。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
速来临以及人均收入增加带来的医疗服务
需求与服务供给的缺口可能会越来越大。
如果有企业能够更匹配医疗资源，缓解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减少医疗服务供给缺
口，一个独角兽也就呼之欲出了。

除了市场需求的带动，在商业模式创
新驱动下，平台型企业成为孕育中国独角

兽的重要力量。以腾讯为例，其以社交软
件为核心，延伸至多个领域，布局和孵化
的独角兽数量甚至超过谷歌。

“裂变拆分是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新晋
产生方式。”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
表示，2016 年由平台型企业业务裂变拆
分而来的独角兽企业共31家，占中国独
角兽企业数量的24%。

如果说内部裂变是独角兽产生的一种
方式，那么技术进步也为独角兽成长另辟
蹊径。以汽车为例，随着新能源技术和无
人驾驶技术的不断成熟，新能源汽车和网
联汽车正成为汽车产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中的突破口。从智能汽车产业
链的基础技术看，在芯片、摄像和雷达等
传感器、车载系统等都蕴藏着巨大的
潜力。

另外一个可能出现独角兽企业的领域
在于进口替代。我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产
能明显不足，比如半导体行业、集成电
路，我国每年进口芯片花费的外汇远远超
过石油。就在今年8月份，寒武纪科技完
成了A轮1亿美元融资。公司创始人陈天
石表示，人类社会正处于从信息时代到智
能时代的拐点。在这个全新的智能时代，
芯片的使命将从信息时代的计算转变为支
撑机器智能……智能时代也必将诞生一批
新的伟大芯片公司。

同样，中国在海量的数据供给、活跃
的创新生态和巨大的市场需求方面拥有全
球领先的优势，将有望成为全球大数据创
新最活跃的地区，并有很大机会引领全球
大数据产业发展，也有可能隐藏着独
角兽。

围绕人的真实需求，积极感受需求的
变化，并提供易于接受的解决方案，这是独
角兽企业的重要共性。当我们在寻找新独
角兽的时候，不妨从身边需求开始，或许蓦
然回首时，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随着首批公募5只公募FOF产品在京东金
融平台上同步首发，公募FOF这一全新的资产
管理产品正式与国内投资者见面。这5只公募
FOF分别是南方全天候策略FOF、华夏聚惠稳
健目标风险FOF、嘉实领航资产配置FOF、建
信福泽安泰FOF、海富通聚优精选FOF。

公募 FOF，即基金中基金，是由 FOF 管
理人将投资者的资金投向具体公募基金产品的
资产管理类型。上海证券基金评价中心分析师
李颖认为：“对于基金选择把握性不大的投资
者，与其购买销售机构所提供的基金组合，或
自 行 配 置 基 金 产 品 ， 不 如 直 接 配 置 公 募
FOF。这是因为公募 FOF 通过产品契约形式
和公募运作模式，使得组合构建和维护更加科
学合理，有利于帮助投资者实现长期投资目
标。”

从招募说明书看，目前这 5 只公募 FOF
在投资策略和产品特征上差异较大，投资者该
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公募FOF 产品？不妨从

“三看”着眼。
首先看资产配置风格。海富通聚优精选

FOF 以权益类资产配置为主，股、混基金份
额占基金资产比例70%至95%，其余4只公募
FOF的权益资产配置比例在0至30%之间；华
夏聚惠稳健FOF、建信福泽安泰FOF均明确
提出，资产配置中固收类占比 80%，上下调
整比例约为 10%；南方全天候策略 FOF、嘉
实领航资产配置FOF 更加稳健，提出股票基
金占比为 0 至 30%，南方全天候策略 FOF 主
张，资产配置指标结合过去一年各类资产历史
波动率每季度定期调整。

其次看基金筛选风格。目前，5只公募FOF
明确提出主要从自己公司内部选择基金的仅有
南方全天候策略FOF1只，其余公募FOF基本
按照市场走势择机、择时选基金。嘉实领航资产
配置混合FOF明确提出能够投资QDII、权证、
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同业存单
等资产，其投资范围相对较广；权益类基金配置
占比较高的海富通聚优精选FOF主张，在历届

“金牛奖”单只基金奖项中筛选开放式股、混基
金，再通过多维度综合指标二次筛选出打分高
的进入基金池。

“不同公募FOF的基金筛选风格取决于公
司的投研实力和产品设计初衷。投资范围设计
较广的FOF 一般是为未来的投资运作预留灵
活空间，毕竟备选种类越多，意味着未来的机
会将会越多。不过，投资范围相对集中的
FOF，也有利于管理人专注投资基金。例如，
不投资 QDII 基金，可提高该 FOF 的赎回速
度；不投资股票，可让FOF 经理专心研究基
金。”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群航说。

再看风险评价。在5只产品中，海富通聚
优精选FOF 的风险敞口相对最高，其次为嘉
实领航资产 FOF，其权益类可投资空间也较
大，其余 3 只 FOF 均为较低配置权益类资
产。李颖认为，目前来看，海富通聚优基金适
合对权益类资产偏好较高的投资者。首发的5
只FOF 产品中，有华夏聚惠、嘉实领航、南
方全天候和建信福泽基金，管理人具有较强的
综合实力，产品资产配置、风险控制均较为明
确，适合追求合理回报、注重稳控风险的投资
者，作为稳健型生活方式基金配置。

业内专家认为，总体来看，投资者应盘点
自身可投资于证券的资金，然后再考虑投入到
相匹配风险等级FOF 产品中长期持有，公募
FOF产品的选择应与自身长期风险偏好匹配。

纵观近40年来的新科技投资历史，历次
新科技总是能取得超额收益，而且取得超额
收益的时间越来越短。

自信息化浪潮以来，人类经历过的四次
新科技分别为：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
PC时代，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软件
和通信时代，2005年到2010年的第一代互联
网时代和2010年至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如果将历次新科技对应的典型公司的股
票收益率作算数平均，与同期标准普尔指数
收益比较，可以发现，投资新科技能获得较
大的超额收益：PC时代股票收益率为4.3%，
同期标普指数收益率为3.3%；软件通信时代
为71.3%，同期标普指数为3.3%；第一代互联
网时代2.2%,同期标普指数为0.9%；移动互联
网时代3.9%,同期标普指数为1.6%。

同时，投资新科技获得超额收益的时间
逐渐提前。据测算，PC科技股票收益率超越
大盘需要8年时间，软件通信则缩短为7年，
但到了第一代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分别只
需要3年和2年时间。

新科技越来越“贵”，而且“贵”得越来
越早。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科技呈现出越来
越“贵”的特点。一方面是新科技估值越来
越高。PC 时代 PE 均值为 10.4，标普均值为
12.5；通信软件时代 PE 均值为 41.6，标普为

22.2；第一代互联网时代 PE 均值为 55.3，标
普为17.0；移动互联网时代PE上升至惊人的
587.6，标普则为17.9。

另一方面，估值抬升所需的时间逐渐缩
短。通信软件在经历 9 年发展后，估值明显
超越同期标普；第一代互联网则只用了 7 年
时间，开始发生估值的偏离；及至移动互联
网，仅仅一年时间，估值就已显著抬升。

价值决定估值，是新科技变得越来越贵
的主要原因。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以
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到来，科技
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显著加强，经济对于劳
动力、资本等有形资源的依赖下降，更多地
倚重技术所带来的效率提高，新科技的价值
因而大幅上升。

此外，人们对于新科技价值的判断越来
越准确，使得估值抬升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当硬件计算机刚刚问世时，市场对于其能够
创造的价值还缺乏有效判断，只有当公司的
实际经营出现明显业绩时，才会对其投资；
在硬件普及后，市场对于新的互联网软件价
值预期则相对容易，于是在更早的初创期就
会选择对其投资，使得估值抬升的时间越来
越早。

以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为 代 表 的 “ 智 能 科
技”一定也是“贵”的。当前，集中爆发

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科技”，具体
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智能科技”将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
大改变：随着语音技术日益成熟，语音应用
将深入拓展到智能家居等各个领域中；随着
物联网的快速应用，智能物流、智能家电等
领域将大大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无
人驾驶、工业机器人等的使用，将会让人
们从传统领域解放出来。这些改变将颠覆
目前的生产生活方式，极大促进效率的释
放，价值前景无限。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相
关支持政策的陆续出台，我国“智能科技”
发展势头强劲，动力十足。“智能科技”产业
链作为一个深度融合的产业链，越是巨头公
司越注重在各个领域布局，这样就能形成正
反馈效应，从而获得超出预期的巨大增长。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智能科技”
产业链的市场规模已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其
中，人工智能技术方面产业规模2017年将达
到 152 亿元，物联网到 2015 年规模攀升至
7510亿元，大数据2017年营收规模有可能突
破280亿元，云计算产业2016年骨干企业收
入已实现翻番，“智能科技”有望成为下一个
强大的经济增长点。

（作者单位：中银国际证券）

报告显示，我国独角兽群体正在迅速成长，下一只会在哪里出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