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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券商热议2017年投资机会与资产配置

人民币汇率对A股已不构成风险点

证券时报记者 胡飞军

日前，由证券时报主办、长江证

券协办的第二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

金发展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 该论坛

吸引了数百家私募参与，其中不乏市

场上表现出众的私募代表。

2016

年新

股发行加速、黑天鹅频出等给投资者

布局带来了影响，

2017

年投资机会如

何，该如何做好资产配置？ 在论坛上，

多位知名私募人士、一线业务负责人

和券商研究人士各抒己见，进行深入

探讨。

人民币汇率不是风险点

谈及

2017

年资产配置，人民币汇

率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对

2017

年

投资影响不容忽视。

长江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葛军表

示，央行汇率改革方向有两个特点，一

是增加弹性， 二是保持基本稳定。 其

中， 央行汇改增加弹性是指可以适度

地长远一点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的稳

定，让人民币的汇率盘不要有投机盘。

葛军称， 央行汇率改革对人民

币汇率未来趋势影响可能不大，“但

是， 它可能会让很多海外想做空人

民币赚钱的投机资金难受， 可能会

不敢动手”。

世诚投资执行董事、 投资研究部

负责人陈家琳表示， 去年人民币汇率

大幅波动对二级市场带来冲击。不过，

在

2017

年， 汇率对于

A

股二级市场

应该已经不构成风险点。

“去年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比较

大的调整，大约

7%

。 此前大家普遍预

期

2017

年至少有

5

个百分点以上额

外调整，但我们认为，人民币已无限

接近它的均衡，而且相信央行能够把

人民币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陈家

琳说。

博道投资合伙人、 固定收益总监

陈芳菲则称，从短期来看，经过这一次

央行的干预，汇率又企稳了，但并不意

味着短期资金链会大幅改善； 从长期

来看，通过资本管制、汇率干预来影响

汇率是存在问题的，“长期的人民币贬

值预期伴随如同饥饿营销一样， 在这

种背景之下我们的资金链会长期处于

紧平衡的状态”。

看好大蓝筹结构性机会

过去的一年， 对于每个投资者来

说，可谓黑天鹅事件频繁，给投资布局

带来不少困难，

2017

年资产配置，哪

个市场有较大确定性机会？

对此， 少薮派投资总经理周良表

示，

2017

年

A

股市场仍是具有吸引力

的配置市场。预计

2017

年市场整体情

况不好，比较难看到趋势性上涨，因为

市场筹码供应量较大———包括新股发

行和老股增发。

“但是，里面有结构性投资机会”，

周良认为，明年的投资结构中，大蓝筹

例如银行、保险和制造业机会居多，中

小盘走弱可能性大。

易同投资研究总监、 专户总监张

科兵也表示，尽管股票市场不好，但经

历三轮股灾后，“投机资金已经清理得

差不多，场外配资已经清掉，场内处于

安全水平。 大蓝筹股中，例如银行、军工

还是有机会”。

从事有色研究的葛军， 则看好军工

及军工新材料。 他说， 尽管大宗商品

2016

年牛气冲天，“但在

2017

年， 从预

期差角度来看基本没戏”。

世诚投资执行董事陈家琳则认为，

2017

年

A

股可能稳中求进，国企改革主

题机会不少。

“不管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政

治工作会议，改革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国资国企改革又是第一位的， 改革不可

能一年见效， 但是不排除有更多预案落

地，从央企到地方国企，垄断行业到市场

竞争行业值得关注。 ”

追求超额收益

私募多元化配置应对市场波动

证券时报记者 杨卓卿

在由证券时报主办、长江证券协

办的第二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金发

展高峰论坛上， 从容投资董事长吕

俊、景林资产董事总经理田峰、神州

牧投资总经理方寿威、泓信投资合伙

人董事总经理潘乐、长江证券零售客

户总部总经理罗国华和万吨资产董

事长俞岱曦等，就“私募机构发展的

新机会与新挑战”这一话题展开了热

烈讨论。

谈及

2017

年资产配置策略时，吕

俊说：“过去的四年资产配置相对来说

是比较容易的，

2013

年是持股，

2014

年债券牛市开始起步， 之后股票牛市

开始起步，

2015

年便是股票大牛市，

2016

年则是商品牛市， 估计

2017

年

主要是一个平等波动的阿尔法年。 这

几类资产都不会有大的波动， 都要消

化过去大幅度的上涨。 股票比较早进

入熊市，所以消化的时间需要长一点。

债券刚刚进入熊市， 估计没那么快缓

过劲来。商品是牛市走了半截，可能还

有些机会。 ”

多元化配置应对风险

2016

年，市场上出现多起黑天鹅

事件， 通过多元化配置分散风险成为

主流的应对策略。

潘乐表示：“从

2015

年的股灾开

始， 我们发现如果只靠一类资产很难

度过不同的市场环境。追求超额收益，

可以从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多种市

场来实现。 ”

潘乐总结道， 中国市场的投资

者构成中，以散户为主，交易的无

序性给量化投资者带来很多套利

机会 ； 中国市场有高波动性的特

点，在各类资产里面通过多策略的

配置获取

α

的可能性更大； 股市、

债市、大宗商品等市场的逻辑性很

低，配置不同策略和资产可令风险大为

降低。 “相比

2016

年，

2017

年市场的波

动性会更大。 ”

俞岱曦谈到， 如何控制风险是资产

管理行业的核心问题，另外，市场天天在

变，资产管理人不断学习的能力最重要。

“企业发展布局有节奏，在自己擅长的领

域布局， 布局不擅长的领域的前提则是

找到对这一领域擅长的团队， 否则就是

对客户不负责任。 ”

监管新规有利有弊

2016

年，私募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监

管新规， 整个资管行业也有一些新办法

出炉，对私募行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田峰认为，《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

管理办法》 的出台给私募基金募资层面

带来不少影响。“严格的规范和监管对于

资产管理机构来讲非常重要， 同时我们

非常希望未来监管机构推进分类监管，

能够给合格的、 规范的私募机构继续发

展的出口。 ”

方寿威表示，私募监管新规应分短

期和长期来看。 短期来讲，对私募基金

资金募集、交易会产生较大影响，增添

很多繁琐的程序。 但他认为这是行业发

展的必然过程，是实现良币驱除劣币的

过程。

罗国华则表示， 长江证券一直在持

续研究私募行业的发展， 这个行业规模

越来越大，监管也越来越严。“过去一年，

我们的

PB

（主经纪商业务）业务是布局

完善调整再完善的过程， 因为有

PB

业

务的完善， 对构建私募行业的良好生态

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

信托百佬汇

（

ID

：

trustway

）

图为第二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金发展高峰论坛“2017 年投资机会与资产配置展望分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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