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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湃基金总经理王者星：

想要更大的天地 也想要自在的生活

证券时报记者 方海平

一个从没想过这辈子同金融圈

会有什么交集的工程男， 阴差阳错

进了银行， 又机缘凑巧进了交易部

门。没成想，这却仿佛是打开了人生

另一扇更宽广的大门。 前中国银行

外汇交易员王者星并非金融相关领

域科班出身， 却在摸索和钻研中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交易理念和方法，

且在实战中得到验证， 这为他带来

了事业的转折， 以前的客户变成投

资人以及合伙创始人， 曾经的交易

员如今成为一名基金管理人。

王者星于

2015

年离开银行，在

合伙成立的基金公司里作为主要决

策者，沿用自己一贯的交易方式，连

续两年收益率超过

40%

。 他表示，

现在管理的资金池不大， 但使用自

己的交易方式感受很自如。 目前却

也深陷纠结中， 一方面想要大力募

资， 希望有更大的空间来实践自己

的理念， 另一方面又满足于当前舒

适自在的生活状态， 不愿将来的生

活被卷入更大的漩涡。

被催化的成长

如今的王者星向记者回忆起过

去经历时， 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

议。大学专业是工程，毕业后第一份

工作是电力科学研究院的工程师，

随后赴香港深造， 方向仍然是工程

学，至此，他大脑里关于未来的图景

同金融圈毫不沾边。但是

2009

年深

造归来， 一个意料外的机会让他

进了中国银行工作， 随后又碰巧

赶上银行内招而进了交易部门。

2011

年到

2013

年， 王者星

在中国银行苏州分行负责外汇、

金属和商品的市场推广工作。 彼

时，中国的这块市场尚不成熟，而

中国银行脱胎于中国人民银行的

外汇司， 是全国外汇交易做得最

大的金融机构， 也是全国首个向

市场推出商品远期交易的机构。

在这种背景下，王者星参与

的一些项目几乎可以写进中国

的金融史册，比如他做了全国第

一单的铝锡箔钯的交易，联合中

银期货和中银保险开发了针对

融资铜的套利产品，将境内外的

保证金压缩了一半。 他当时的工

作，不仅需要同客户接洽，还需

要去各支行做培训工作，在媒体

上发表评论文章。 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 在中银苏州分行期间，王

者星每个交易日的中午都会给

苏州电视台财经频道录制

10

分

钟外汇评论，这不间断地持续了

三年。 期间，中银集团青年岗位

能手、优秀分析报告等各种奖项

纷至沓来。

如今再回想那几年的工作状

态，王者星感叹道，感觉像是一个

本来正常成长的孩子，被各种力量

拉动着，加速了这个成长的过程。

在中国特有的市场背景下，

银行的交易员本身就是一个特殊

群体，同其他一般机构，包括四大

国有行以外的银行交易员有着本质

区别，其不注重专于某个领域，但是

所有的领域都必须接触， 必须要全

面地学习了解。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这是绝佳的练兵场。

在王者星的讲述中， 不时提到

“当时很幸运”的表述，事实上，仔细

想开来，无一处“幸运”不是必然。他

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有一种钻研到

底的执念，而误打误撞进入金融圈，

就像是激活了内心深处未曾发现的

活跃点。他说，由于不是金融经济科

班出身，经济理论不是他的强项，但

在交易中又主要是倾向于技术分

析， 他当时将市面上存在的所有理

论几乎全部都通读吃透了。

当时有段时间， 交易员之间流

传着一种名叫“一目均衡”法的技术

理论， 市面上却怎么都无法找到相

关的介绍，王者星为此寻根究底，最

后才打听到这是路透和彭博的技术

员交流时偶然提到的一种来自日本

的理论。 这在当时就埋下了其后来

职业选择的伏笔， 在后来伦敦和日

本东京的两个机会来到跟前时，他

倾向于后者。

2013

年底

~2015

年期间， 王者

星任中国银行东京分行司库。同以前

在苏州分行的工作相比， 在东京分

行， 他成为一个更纯粹的交易员，掌

握着中国银行所有的日元头寸，每天

被动起仓。 其前任的做法是，根据仓

位变化在确定的位置上平仓交易。王

者星没有沿袭这一做法，他加入了自

己主观的逻辑，并不因为亏或赚而减

仓加仓。 具体操作上，这种思路正是

他此前三年“加速成长”过程中所积

累的想法。 这种做法难度很大，非常

考验一个交易员，但是他结果却比他

预想的要好，这让他很意外。 苏州形

成的交易理念，在东京得到了一个极

好的机会去实践和验证。王者星再一

次觉得自己幸运。

卖得好才是师傅

王者星的交易理念和方式并不

神秘，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专注于成

熟有效的市场，坚持自己的逻辑，不

在乎最初的观点对错。 在具体的交

易中表现为，不去纠结开仓的对错，

不轻易回撤止损，扛到合适的点位，

等到自己的逻辑反转时再出手。

他表示， 过去一直使用的正是

这种交易方式，感受不错。

王者星向记者展示了他的交易

记录，其显示，今年以来账户盈利已

经超过

1

倍。其交易频率非常低，绝

大部分的交易为挂单委托交易，在

所有的交易中， 亏损的交易远远少

于盈利的交易， 且盈利金额远大于

亏损金额。 比如去年的十几笔交易

中， 亏损记录只有

1

笔，“从这些记

录里可以看出来， 我扛过去的交易

非常多。 ”

他的这种交易风格也得到其客

户的认可。 苏州工作期间王者星结

识一位客户，他后来才知道，该客户

当时所有的操作都是按照他一人的

建议来执行的。

2014

年，这位客户

将几千万的头寸全部交给王者星，

他一直只使用了其中的一半， 每年

都会实现超过

40%

的年化收益率。

后来， 这位客户主动成为王者

星的投资人和合伙创始人， 共同成

立了赢湃基金，获得私募牌照，王者

星没有出资，但是享有部分股份，仍

然主导着整个产品的决策。 今年到

目前为止， 仍然保持着前两年差不

多比例的盈利水平。

王者星对于自己的交易方式和

结果感觉良好。从心理上而言，他认

为

,

这一方面取决于对自己的信心，

另一方面是对有效市场的信心。 在

具体阐释他的交易策略时， 王者星

说，对于一个资深交易员来说，观点

本身的影响其实不大， 虽然也会去

看各种人的观点， 但是重点不在结

论而在逻辑。 一个新手可能会参考

各种技术指标， 但是对于一个资深

的交易者，一条

K

线就是一条朴素

的

K

线。

开仓后， 如果市场走势同自己

的预判违背， 很多人会纠结于自己

一开始的观点是不是错了， 并且回

过头去修正，如此反复。 自我怀疑，

这不仅对自己信心的影响非常大，

同时导致交易习惯和方法反反复复

地在变动， 而这个变动的过程不一

定是在优化。 多数交易者都是没有

迈过这个坎， 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的

交易方式。正确的做法是，不去想当

初的判断是对是错， 而是坚守一个

合适点位出手。 “在交易中，买得好

的是徒弟，卖得好的才是师傅。 ”

王者星主要专注于国际外汇和

商品市场， 他认为， 相对于股票市

场， 国际外汇和商品市场更适合于

其理论， 因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外汇

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和有效， 成交量

不仅巨大，而且是像冰山一样，无法

估算真正的体量， 这就使得一般的

具体因素不会轻易带来巨大的波

动， 像索罗斯等国际资本大鳄也只

能是去判断它的走势， 而无法去影

响它。王者星认为，中国的散户由于

不掌握优势信息资源， 其实更适合

于这种有效市场， 可以更多地采用

技术分析方法。 一些简单具体的因

素就能带来巨震的市场对他们来说

亏本的概率太高，风险太大。

基金管理人的纠结

王者星很坦然地表达了他目前

的处境和纠结， 这种心态可能也代

表了当下金融市场上一批处在同样

位置上的人。

如果当年在银行所经历的就是

一个普通交易员正常的工作状态，

那么所收获的也就是一个普通金融

从业者正常的稳定的生活， 未为不

可，但机遇撞上他的性格后，就决定

了将来的路径不是如此；后来离开银

行，成为基金管理人，但是资金盘不

大， 以自己的能力驾驭起来游刃有

余，他说现在每天上午看看盘，中午

写一个小时的毛笔字，下午处理一些

公司事务。经济上的回报完全可以满

足自己，也很享受这种心理状态。

最近几年， 一些金融圈的大佬

被卷入的风波引发了市场热议。 对

此，王者星也有所感悟，这些人很多

能力上很强，也很勤奋，逐渐在市场

上摸索出自己的模式， 做得越来越

好， 于是越来越多的资金主动找过

去， 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们甚至无

法拒绝， 资金盘子像滚雪球一样越

滚越大， 以至于后来失去了最初的

清醒和理性。

这当然不是王者星想要的结

局，不过他也向记者坦承，目前的空

间似乎并不足以让他试验自己佐证

自己的想法理念， 希望有更大空间

来实践。 但是他又不想失去现在这

种舒适自在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

态，一旦盘子做大，可以想见，将来

日日夜夜心思无时无刻不在其上，

生活将被裹挟进一个巨大的漩涡，

那将完全是另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

对他有多大吸引力，很难说。

这两年创办公司的过程， 让王

者星对自己的性格有了一种清醒和

深刻的认识，他总结道，他是“能谋

不善断”，喜欢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

时候先做计划， 每一步提前的计划

都挺好， 但是在具体决断时似乎并

不那么顺利。 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天

生的交易者，长于做交易，喜欢做交

易，相反，对管理公司、处理人事并

不在行也没有多大兴趣。

可能正是这种性格， 让王者星

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交易者， 同时也

让他保持着难得的平和心态。 他说

虽然自己已经由一个交易员进阶为

一名基金管理人，但这并不意味着，

此后只可能以合伙关系而不接受雇

佣关系同其他人共事。 说到底，他所

需要和期待的， 仍然只是一个更大

的空间来实践他所感觉良好的交易

理念和方式，并将其推而广之。

尽管很满足于自己当下的状

态，但是已经做到如此，王者星也希

望能为行业留下点什么， 他热衷于

培训， 乐于同别人分享自己的交易

体会，日前他与人合写了一本书《波

浪理论》，近日将出版。 他还计划创

办一个沙龙会议， 面对投资者和交

易者进行交流分享。 这些工作在朋

友们看来是在“下闲棋”，他却乐在

其中。 然而对于未来怎样，他并不确

定，尤其是近期在一些交流后，各类

同行主动找来希求合作， 仿佛又一

扇大门在徐徐打开， 大门外的天地

让人期待，又不免焦虑。

读懂央行

“投湖之石” 信号

朱凯

二季度已过半，在琢磨下半年市场流动性时，不

免再次翻出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的重要事件列表，

对其加以梳理整合。 今年五一长假后， 央行发布

《

2016

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我对其进行

了二次研读。 事实上， 央行按季定期发布的这一报

告，是观察货币政策趋势的一个重要媒介。

总体上可以看出， 央行对国内未来的通胀压力

有所警觉，这包括对大宗商品价格、房价快速上涨以

及宏观经济面的改善等方面；对近两年来“一般贷款

利率”的重新上扬作了严谨叙述；对人民币兑美元汇

率中间价形成方式，浓墨重彩加以了全面解释说明。

此外，还有对金融机构改革，对某些行业风险防范等

的强调表述。

当我看到第二部分货币政策公开市场章节时，

再度被文中“专栏一”中的一句话吸引———建立公开

市场每日操作常态化机制，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政策

传导效率……央行利率信号如“投湖之石”，若湖面

震荡，投石激起的涟漪很容易被湮没，传导可能是散

乱的；若湖面平静，投石激起的涟漪就会非常清晰，

传导效果会更加明显。

撰写这篇专栏的专家， 应该是隶属于中国人民

银行相关智库机构，文笔出众亦在意料之中。仔细琢

磨不难发现， 该文重点介绍了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是

怎样由此前的每周两次操作， 逐渐演变为现在的每

天例行操作。文章在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

地区央行有关操作进行对比说明后指出， 随着我国

外汇大量流入格局的不复存在， 市场资金面的波动

随之加大。为更好熨平这一波动，央行改革了公开市

场操作频率。而常态化的公开市场操作，才更有利于

央行价格调控以及政策信号的传导。

专栏指出，美联储、日本央行等均每日开展公开

市场操作； 欧洲央行每周定期开展公开市场再融资

操作；澳大利亚央行、瑞典央行等均每日多次开展公

开市场操作。

实际上，所谓“投湖之石”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

的央行理论，某种程度是我个人的理解概括。 但是，

这一提法却管中窥豹反映了我国货币当局对今后政

策趋势的判断。

撇开官方报告，从这个“投湖之石”理论，我又联

想到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今年初突然爆发的国企

央企债券违约潮、 有关国内经济

L

形走势的讨论及

发酵、时不时跳出来“搅局”的美联储加息预期等。我

想，这些事件背后的一个共同点，恰聚焦于市场对国

内市场流动性的担忧。 简而言之，美国一旦加息，全

球市场风险偏好与资金流向将出现巨大转变； 国内

经济短期复苏难料，通胀预期潜流暗涌，流动性支撑

将面临两难局面；“无底线”的债券违约日渐疯狂，且

市场预计下半年这一状况还将加剧， 对企业融资和

市场情绪都会产生负面干扰……

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央行如何更好监控金融

市场每日的资金面变动， 以及如何对突发事件及时处

置等，已经堂而皇之走到了前台。此外还有一个重要背

景是，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投放方式，或已被高层搁置。

“投石”若要在湖面形成美丽涟漪，首要条件是湖

水必须足够平静，而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并不太平。 如

前所述，我们自己内部也面临诸多棘手难题。怎么办？

至少在金融市场层面，首先要保证不出现动荡。 事实

上，

2016

年春节前，受现金大量投放、外汇阶段性流

出等因素影响， 银行体系资金供求的波动性有所加

大，货币市场利率面临一定上行压力。随后，央行开始

尝试每日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并收到了较好效果。

今年

2

月末，这一旨在发挥“投湖之石”效用的

公开市场常态化操作正式建立。 借助东方财富

Choice

金融终端统计， 我发现， 迄今为止的

3

个月

内， 用于投放短期流动性的逆回购共实施了

59

次，

累计投放资金

41250

亿元，做到交易日全部覆盖。与

此同时，上述区间的“到期逆回购”（即离开商业银行

体系的资金）累计

51100

亿元。此外如果计入中期借

贷便利（

MLF

）及国库现金定存的投放量，实际净回

笼规模约近

5000

亿元。

为什么统计区间内仍是净回笼？这还是与当前的

货币政策总基调以及通胀预期有关。而从这段时间的

市场资金价格波动来看，总体上仍处于平稳状态。

在时间点上，我又发现一个“巧合的事实”。一般

而言，每年

3

月开始（即农历春节后）才是新债等集

中大规模发行的时期。 今年

3

月以来整体发行量显

著抬升，

4

月份地方政府债发行量达到

10646

亿元，

创历史新高。 同时，由于信用违约等引发的“集中推

迟发债”， 使得

4

月份债券净融资额较

3

月回落，但

仍然比去年同期翻倍。

这其实透露出，直接融资正在加快“取代”间接融

资， 定向操作正在逐步为常态化的公开市场操作 “掩

盖”，整个国内金融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方向日益清晰。

观望楼市是一项“智” 术活

证券时报记者 陈英

朱先生最近越来越焦虑不安，

“买还是继续等等看”一直在他脑海

里胶着。在买房这个问题上，毫不夸

张地说，他已经观望了近

10

年。

从单身到结婚， 到现在孩子都

快

5

岁了，朱先生一直想买房，一直

在观望，总是在纠结，总是希望房价

能够再降降， 降到自己心里的价位

就出手。可现实是，他就这么看着深

圳房价从均价一两万涨到现在的六

七万， 错过

2008

年入市的好时机，

又眼睁睁见识了深圳楼市

2015

年

没来由的暴涨，朱先生快疯掉了。

2016

年第一个季度里，房产市

场“热了”、土地市场“暖了”、财政收

入“增了”，深圳一路领跑，创造了高

达

111%

的房价收入比偏离度。 房

价如此这般的离谱和高不可攀让人

理所当然地袖手旁观了起来，何

况还有中央的调控政策压顶。“

3

·

25

”新政落地后，深圳楼市观望情

绪浓厚， 尤其在房产评估价上调

后， 二手房市场更是迅速降至冰

点，不仅成交量骤降，价格上也有

所松动。从领涨到领跌，深圳的楼

市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4

月份

以来，深圳的楼市进入低迷状态，

成交量持续走低。进入

5

月，深圳

如约迎来推盘高峰， 从推盘价格

可以看到， 无论是顶豪还是龙岗

刚需物业，在定价上更为谨慎，有

些楼盘， 甚至出现明显的新房二

手房倒挂现象。深圳楼市依旧“软

绵绵”，复苏迹象不明显。

房价好不容易有所松动，这

个时候下手或许还能占点 “小便

宜”， 朱先生重新看到了希望，他

有心抓住这次的机会， 找准时机

入市，可时机真的就到了吗？和以前

一样，朱先生又开始犹豫了，他看看

身边的置业刚需们， 大多数并不买

账，坚信“买涨不买跌”，房价越调整

越观望。现在市场低迷，有人估计得

大半年才能缓过来，“应该还有下跌

空间，再等等，多看看，不着急”的心

理以致观望成风。显然，深圳的楼市

经历了近两个月的僵持期， 不管是

开发商还是置业者， 都是处于观望

中试探楼市未来的趋势。

继续跟风观望， 会不会再次错

过买房机会？现在入手，是不是还有

下跌空间？ 观望楼市真是一项智术

活，朱先生越来越焦虑。这种观望的

煎熬，不是只有朱先生一个人，事实

上， 很多置业刚需们手里捏着钱感

觉越来越烫手。

通常而言， 由于楼市动荡等因

素，在房价波动不定、调控政策走势

也不够明朗的情况下， 持币观望的

确是不少购房者的选择。 单纯的观

望，真是“以静制动”，应变瞬息万变

的楼市最佳方法吗？ 机会向来只留

给有准备的人， 而对于一个已然没

有太多选择的刚需而言更是应该时

刻准备着， 市场越是处在这种观望

胶着状态时，越不能掉以轻心。购房

者观望的原因首先不应该是寄希望

于所谓的“抄底”、“追涨杀跌”，而是

应更多地关注如何在价格、 条件都

合适的情况下， 根据自身状况在较

为合适的时间点购房， 所需观望的

是目标楼盘及时机。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认为，今年

深圳楼市应该是处在一个回归和

重新积蓄能量的阶段，对于买方而

言，深圳楼市这样的一个调整期将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此前市场

“日光盘”遍地时购房者根本没有时

间和空间去选择， 而现在仍有条件

的刚需不需要改变初衷， 但可以淡

定和从容一点。 置业者要密切关注

市场的变化，要选更好的房子、更适

合自己的房子。 刚需最好不要去等，

因为等不起。 或许深圳楼市里多的

只有争取来的福利， 少见那等到的

机遇。

从

2015

年开始，深圳已经逐渐

转为一座资本型城市， 城市发展的

基本动力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撑，

而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 很难相信

深圳房地产将长期处于一个比较低

迷的状态。 因此，购房者在观望期大

多应该是 “在等待中寻觅恰当的下

手时机”。 不过先决条件是对楼市房

价的持续变化和动荡保持足够的关

注， 这样才能把握住大致的走势及

不时涌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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