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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周晶晶:

券商PB业务应大力发展软服务

见习记者 詹晨

在近日由证券时报主办、长江证券

联办的“第三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金发

展高峰论坛”上，长江证券非银金融行

业首席分析师周晶晶探讨了券商在私

募业当前发展阶段中所扮演的角色。

周晶晶认为，券商行业已进入转型

发展的关键期，需要拓展新业务。“整个

市场

IPO

在制度设计方面已经有了明

显突破，这是基础制度建设上的一大改

革性创新；其次，资本市场互通互联的

进程步伐加大；第三，市场交易趋稳和

机构化可能会逐步进入自循环的区间；

第四，市场监管倡导‘去刚兑’，这为市

场上追求绝对收益的部分机构和资金

创造了更好的市场环境。 ”

周晶晶说，这一两年很多券商加大

了对主经纪商（

PB

）业务的投入，绝大

部分券商也对衍生品业务蠢蠢欲动。

她介绍， 长江证券介入

PB

业务，

第一是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目前私募机

构托管业务竞争已然白热化；第二是软

服务的差异化会逐步显现，这些软服务

包括产品的销售、投研、孵化和两融业

务，这是券商应大力发展的业务方向。

东方港湾董事长但斌：

投资首先要看好自己的国家

证券时报记者 许孝如

在近日由证券时报主办、 长江证

券联办的 “第三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

金发展高峰论坛”上，东方港湾董事长

但斌表示， 投资不集中在长期创造财

富的公司会非常遗憾。

但斌认为， 投资首先要看好自己

的国家。在美国发展的美好岁月当中，

诞生了很多伟大的企业。 在中国长期

上升的经济周期中， 同样也会出现伟

大的公司，承载这些社会财富，价值分

析要从这些企业出发。

“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全面的崛起，

投资不集中在长期创造财富的公司是

非常遗憾的。 ”在但斌眼中，伟大的公

司将会长期创造财富。据他统计，在中

国上市牛股当中， 穿越时代变化都有

一个共同的特征———

ROE

（净资产收

益率）基本在

20%

以上。

同时， 在投资中企业特征和行业

特征最为值得关注。“不说高科技的公

司，就以相对传统的公司举例，比方说

烟草行业， 美国生产香烟的那几个公

司仍然在， 而且在

200

年的岁月当中

持续不断地表现良好， 这是行业特征

决定的。 茅台长期的回报也是由企业

特征决定的， 茅台的企业特征实际上

比生产香烟的还好。 ”但斌说。

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真正有价值

的研究和分析要从企业出发， 核心的

投资应该是聚焦在最优秀的企业。 但

斌介绍， 东方港湾基金在美国投资的

公司是亚马逊、脸书、苹果、微软、英伟

达等，也包括中国的好未来、网易、微

博等公司。 在全球任何一个投资都是

围绕着全球前

100

名公司来交易，而

中国的市场广度非常宽。

由证券时报主办、长江证券联办的“第三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金发展高峰论坛暨第三届中国私募基金金长江奖颁奖典礼” 近日于上海落幕。

过去的一年，对私募行业来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年份。规模突破 10 万亿、行业监管愈发完善、“二八现象” 分化明显、私募系“公募” 的诞生……各家私

募管理人走过了跌宕起伏的 2017 年，如何在 2018 年继续坚持合规经营，拥抱行业发展趋势，是行业备受关注的话题。 众多与会的私募业界顶尖人士亦就上

述问题各抒己见，作了前瞻的探讨。

本届金长江评选自 2017 年 11 月网上报名以来，吸引了全国 180 余家私募基金公司参与，参评的产品数量逾 328 只，近 200 位基金经理角逐基金经理奖

项。 经过激烈票选，最终选出 2017 年度金长江奖———行业典范私募基金公司、年度优秀私募基金经理等 8 项大奖。

顶尖私募聚首金长江论坛 前瞻行业新发展

证券时报社副社长朱伟军：

2017年私募业呈现三大特点

见习记者 詹晨

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金长江

私募基金发展高峰论坛”上，证券时报

社副社长朱伟军发表了致辞。

朱伟军表示，

2017

年私募基金发

展有三大特点。 首先，法律法规不断健

全。

8

月

30

日国务院法制办就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此

文件成为私募行业监管的顶层设计，私

募基金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格局。

其次，私募基金迎来分化。 一批中

小型私募被迫清盘离场，市场中一批具

有战略眼光、规模超大的私募机构脱颖

而出。 数据显示，规模超

100

亿元的私

募产品，

2017

年平均收益率为

27%

，规

模在

50

亿

～100

亿元的私募产品平均

收益率为

10%

，还有一批较为激进的小

型私募被迫离场。

第三， 金融机构越来越关注私募基

金市场，券商、信托、期货以及银行都在

加强与私募基金的各种合作。 这一现象

意味着私募基金的行业影响力正在扩

大， 并吸引了大批金融机构寻找发展空

间， 这种合作不仅是投资和资产配置方

面的合作， 还包括为私募基金提供产品

销售、清算托管、交易平台、种子基金等

综合化的金融解决方案。

成泉资本董事长胡继光：

寻找价值洼地里的真白马

见习记者 詹晨

近日，在“第三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

金发展高峰论坛”上，成泉资本董事长胡

继光分享了他的投资理念及市场观点。

胡继光比喻，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

市场有着

200

多年的发展史，欧美经济

也差不多是五六十岁的年龄，而中国的

经济和资本市场，现在至多像一个二三

十岁的年轻人。

他认为，投资的最高境界是做价值

洼地的价值发现者，未来应多关注被错

杀的尚在价值洼地里的好公司，而不是

一味地追高所谓的“价值股”。

“真正的价值洼地到底在哪里？

2016

、

2017

年蓝筹白马股涨得特别好，有

人说这是赚企业的钱，坦白说这是个美丽

的谎言，其实赚的是估值的钱。 ”胡继光

表示，“我个人还是认为， 有股票已经进

入了价值洼地， 但价值投资千万不要刻

舟求剑。

1996

、

1998

年的时候四川长虹

是名副其实的绩优股， 很多企业是在某

一特定周期的阶段性强， 我们现在要做

的就是寻找价值洼地里面的真正白马。 ”

长江证券拟任总裁刘元瑞：

私募将往三大方向精进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杨庆婉

日前， 长江证券拟任

80

后总裁

刘元瑞首次公开亮相，并在证券时报

主办、长江证券协办的“第三届中国

金长江私募基金发展高峰论坛”上致

辞。 他表示：“过去十年私募基金是创

造性发展，未来是精进发展。 ”

刘元瑞表示， 过去私募快速增长

也不可避免带来了质量问题和风控问

题，去年以来监管层出台了很多法规，

对私募行业进行了一轮洗牌。 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国民财富的迅速积累，在

房住不炒的新时代， 私募基金的发展

将更加如鱼得水， 在国家财富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刘元瑞表示，未来私募精进发展

需要关注三个方面。 “第一是合规，胜

者为王。 规范化、私募化是时代发展

的背景， 更是促进行业发展的方向。

第二是科技，金融科技将是私募基金

腾飞的翅膀。第三是高净值收益，将客

户体验放在第一位， 是私募机构脱颖

而出的不二法门。 ”

他进一步表示， 坚信私募行业有

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长江证券将继续

发挥自身的专业背景和资源优势，向

广大的私募投资管理客户提供研究服

务、产品设计、产品代销、外包服务、高

端交易等服务，以及法律服务、税务服

务及定制化服务， 携手私募行业共同

发展。

刘元瑞，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学

士、 财务金融硕士；

2010

年新财富钢

铁第三名，

2011

年非金属类建材第三

名，

2011~2017

年钢铁连续

7

年第一

名，

2017

年获得新财富白金分析师；

2016

年在长江证券原总裁邓晖带领

的高管竞聘中脱颖而出， 成为长江证

券最年轻

80

后副总裁。

2017

年

12

月底， 长江证券董事

会选举通过拟聘任刘元瑞为总裁。

君和资本创始合伙人王国斌：

变动的市场 不变的人性

证券时报记者 杨庆婉

日前，君和资本创始合伙人王国

斌在“第三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金发

展高峰论坛”上，作了题为《变动的市

场 不变的人性》的演讲。

王国斌从带女儿看牙医受到启

发，认为投资如同看牙，不仅要关注

病情即投资本身，也要关心病人即投

资者的感受。

他谈了关于投资的三点体会。

第一，所有的私募基金都应该花

很大精力管理好自己的投资人。 一家

好的公司，一个好的投资经理，必须

要有能力用清晰、诚实的语言跟投资

者进行良好的沟通，建立一个长期的

信任。

第二，投资行业很难做成功的归

因分析， 但没有成功的归因分析，持

续的努力就不一定有效。 如果一定要

做， 可能主要是在良好的人性管理

上，最终可能就归因于你自己的情绪

和性格中。对私募基金经理来说，管理

自己的情绪十分重要。

第三，投资策略简单划分有两类，

一类策略是按属性划分， 很多专业投

资把股票分为成长股、蓝筹股、低市盈

率、高市盈率等，把投资划分为成长投

资与价值投资。如果你按市盈率投资，

最低时的价格进去， 较高时的价格出

来，过去

125

年收益会非常糟糕。

另一类策略是按环境划分， 视具

体环境决定投资。 某些情况下低市盈

率是好事， 但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是

坏事，重点在于环境。成功投资所采取

的往往是折中的策略。他认为，在现在

的环境下， 对企业的商业分析超越宏

观分析、 超越证券分析、 超越市场分

析， 只要精心做好自下而上的投资策

略就可以了。

最后，王国斌以查理·芒格的投资

原则作结，说“重要的事情念三遍”：价

格公道的伟大公司比价格便宜的普通

公司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

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存四大变化

证券时报记者 杨庆婉

日前，在“第三届中国金长江私募

基金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指出， 不管做研

究还是做投资， 都需关注

2018

年宏观

经济政策取向在“不变”中的几大变化。

一是积极财政政策的趋向不变。

“积极”二字是什么含义？ 从

1980

年开

始我们就把积极等同于扩张，认为在前

一年的基础上加大扩张力度。但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最大区别是，宏观经济政

策的着重点和着力点不是总量调节，而

是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二是投资。 不管是十九大报告，还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发挥投资对优

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意思是，要忽略

掉、要减弱投资对扩大需求的作用。

三是赤字。 过去为了拉动需求、稳定

经济可以不惜扩大赤字。但在

2018

年，要

如同

2017

年牢牢守住

3%

的底线。当前的

金融风险在源头上和财政赤字相关联，和

地方政府债务直接相关，所以管住赤字就

是防范和化解重大的金融风险。

四是不一样的减税降费。 以往一手

降税降费，一手增发国债，但今天减税降

费的目的，主要不是扩大需求，而是给实

体经济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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