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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回顾】 

 A 股市场 

昨日沪指微跌 0.01%，报收 3084.76点；深成指涨幅 0.25%，报收 10784.33点；创业板涨幅 0.38%，报收 2193.26

点。盘面上，两市涨跌个股数量基本持平，1200余只个股飘红。高送转填权上演涨停潮，OLED和环保股受热捧；

纺织机械、供水供气等行业跌幅较大。 

 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方面，截止收盘，沪深 300指数报 3316.24点，涨幅为 0.15%，IF1610报 3312.8点，跌幅为 0.06%；

上证 50 指数报 2221.53点，跌幅为 0.06%，IH1610报 2217.4点，跌幅为 0.01%；中证 500指数报 6495.26点，

跌幅为 0.22%，IC1610报 6491.2点，跌幅为 0.17%。 

 国际行情 

指数名称 收盘 涨幅（%） 指数名称 收盘 涨幅（%） 

美国 

 

香港 

道琼斯工业指数 18162.35 -0.22 恒生指数 23374.40 0.30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5241.83 -0.09 国企指数 9686.38 0.47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2141.34 -0.14 红筹指数 3888.21 0.33 

欧洲 

 

亚太 

英国 FTSE100 7026.90 0.07 日经 225 指数 17235.50 1.39 

德国 DAX 指数 10701.39 0.52 澳大利亚标普 200 5442.14 0.12 

法国 CAC40 指数 4540.12 0.44 韩国综合指数 2040.60 -0.02 

意大利指数 18812.25 0.57 新西兰 NZ50 指数 6973.78 -0.04 

西班牙 IBEX 指数 9061.20 1.24 中国台湾加权指数 9317.24 0.36 

本资讯产品所有数据均来自 wind 资讯 

【热点资讯】 

【中国债券“洼地”价值再发现】 

目前，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态度分化。有人选择脱手，原因是嫌弃回报下降或担忧汇率风险；有人选择出

手，理由是看好负利率深化背景下人民币资产的绝对收益优势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利好。公开数据显示，中

国 9 月外汇占款减少 3375亿元，创过去 8个月之最，但当月境外机构中债登债券托管量净增 507亿元，创 2014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新高。 

【大额保单搬钱出海“涛声依旧”】 

香港九龙一幢冷气十足的写字楼里，保险代理人 Jack(化名)与他的同事，正挥汗如雨地刷银联卡。在他们

面前，三台 POS机一张一张地吐着签购单据，旁边的一位内地客户一单又一单地忙着签名，每一单的金额都是

5000美元。花了 1个小时，100万美元的保费终于刷完。顾不得舒展一下酸软的手臂，Jack又拿出一摞某银行

私人银行的投资品种介绍材料。很快，这名客户刷卡购买的保单将被抵押到这家银行，客户希望将抵押获得的贷

款直接进行全球资产配置。 

【北上“揽客”南下“圈地” 深港通前夜“聪明”资金躁动】 

随着深港通开通进入倒计时，各路机构亦紧锣密鼓加速布局。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近日来内地路演的港

股公司数量激增，部分公司频繁“跑会”，力图吸引更多内地投资者。内地券商亦动作频频，一手抓紧调研港股

http://bond.eastmoney.com/news/1326,201610216753304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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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手筹谋赴港上市以开拓海外市场。业内人士指出，港股估值优势渐显，部分内地资金有意借道公私募“举

牌”、“买壳”，港股市场或从“估值洼地”变为“举牌热土”。 

【平安银行管理层大换班欲强化零售业务】 

10 月 20日晚，平安银行公告称，董事会完成换届，平安集团副董事长孙建一将不再出任平安银行新一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邵平不再担任平安银行行长及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平安集团副总经理谢永林被推选为新

一届执行董事，平安银行原副行长胡跃飞接任行长。两人的任职资格还有待监管部门的核准。 

【区域经济杀出“黑马” 上合组织经贸项目步入落地期】 

上合组织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较快的区域之一，而在即将到来的 11月，它将纳入新的“大户”——印度

和巴基斯坦。这为上合组织这匹区域经济“黑马”带来近 14亿人口的市场扩充。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统计显

示，2003年-2012年，上合组织各成员国 GDP和对外贸易均增长了 3-6倍，超过同期全球经济平均 1.9倍和全球

对外贸易平均 2.4倍的增幅。同时，区域国家整体吸引外资规模增长 3倍，高于同期全球平均 2.4倍的水平。 

【工信部：不得备案新增钢铁产能项目】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黄利斌 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备案

新增钢铁产能项目，所有备案钢铁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产能置换的要求，并向社会公告，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不得违

规办理土地能评、环评、审批和新增授信支持等相关业务。 

【“史上最严”新规落地在即 基金子公司悄然增资】 

被誉为“史上最严”基金子公司监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公布已有两月，市场预期正式文本即将落地。近期，

子公司的增资动作悄然展开，不完全统计显示，5月以来有至少 5家规模排名靠前的基金子公司进行了增资，其

中兴业财富直接将注册资本由 2亿元上调至 3.8亿元人民币，成为目前业内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基金子公司。 

【牛散第三季度动向渐显 入驻中小市值个股居多】 

随着上市公司三季报陆续公布，各大牛散在第三季度的动向也逐渐显露。最新数据显示，赵建平、赵吉看上

了金利华电，王世忱入驻双成药业，夏重阳入驻黑芝麻，朱峥、施玉庆则分别坚守沙钢股份、奥普光电。 

【基民学堂】 

   【大户口述海外资产配置史：从美元房产到 FOF】 

海外资产配置正在兴起。出海的资金量如何？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20日，港股通在今年以来净流入已达到 

2204.46 亿元。与之相对的是，沪股通的这个数据为 981.66亿元。 

而外管局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增加 QDII额度，由于额度紧张，通道费也水涨船高，有业内人士指，以前

是 1%，现在已翻了两三倍，达到 2%-3%。 

然而，海外美元产品的收益率长期偏低，费力的腾挪是否真的有价值？ 

业内人士表示，“最近欧美银行自身发行的债券利率也就 2%多，还要被秒杀。大机构卖的美元的混合型基

金收益也大约为 2%，风险高些的收益会高些。” 

那么如果考虑汇兑等各种费用后，投资海外，“就是没收益，海外央行利率都是零了，还能指望什么收益？

而且还没算基金管理费用呢。当然，愿意承担更高风险的话，收益是可以高点，例如买纯股票基金，今年美国股

市表现还可以，特别是如果春节后低位买入的收益应该有 20%多。” 

个人腾挪史 

希望到海外投资的人正在增多。 

做国际贸易的邓先生就表示，“在 2014年 2月、3月，我意识到应该要做一点海外配置了，要把人民币换

成美金，所以从 2014年开始我就陆续慢慢地把手上的一些资产从人民币转成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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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做外贸的邓先生很关注投资的稳健度。2015年，邓先生开始购买由内地机构发行的美元的母基金 FOF

产品，“当时我在看 FOF的时候了解到 FOF是一个相对风险分散性的稳健产品，起点也不高，才 15万美元，因

此我马上尝试一下买下来。” 

而房产则是邓先生的另一投资方向。“我在 2014年换了很多美元，当时考虑在海外置业，看中了美国的一

些房产，买了后发现有一石多鸟，一举多得的功效。比如说我拿美元买进房产，享受了美元的升值，房产本身也

升值，还有租金的收入。然后我把房产拿出来抵押，美国的利息不高，我可以拿到一笔资金，我又买了美元的医

疗对冲基金。这是个相对稳健的产品，投资时间不会太长，到期可以回笼资金，就可以用来还房贷。我的租金收

入足够支付我贷款的利息，还有余，可以给孩子做留学生活的费用，另外我还买了一些美元的保险产品和理财产

品。” 

邓先生表示，接下来他会考虑做家族财富管理，“我现在投资资金都是 21年前我母亲交给我的，我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打理了 20多年，把这个资金做了比较好的保值、增值，但确实很累。接下来要传给女儿，以个人

的力量来做家族财富管理确实有点力不从心，当然期望不高，普普通通这样子打理下去也可以，但是如果想长远

搞下去，我估计得找财富管理的专业机构来服务。” 

事实上，邓先生并非个案，大量的内地资金随着人民币汇率调整而开始寻求到海外投资理财。 

然而，大额资金要出境目前并非易事。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资金出境有多种方法。其实很多客户是通过钱庄或者贸易的方式出境的，尤其是

大的高净值客户。 目前合法而方便的个人出境方法是保险。但如果是企业资金在国外展开并购和投资，有许多

其他方法，例如自贸区设立公司，去外管局申请审批等，或者境外上市境外发债。” 

不过，一位做境外投资的私募基金人士告诉记者，资金出海通道，“去年汇改后就查得很严，很多钱庄被查

封了，贸易也加强了核查不好操作。正规的保险通道今年初也收紧了。现在我认识的客户都是通过正规渠道每人

每年五万美元这样汇出去的。” 

有业内人士简单地算了一笔账，5万美元大约相当于 30万元人民币，一个 5口之家，每年可向海外投资 150

万元，再通过借用亲戚朋友的换汇额度，其实投资量也不小，只是仍无法满足高净值人群的大笔的海外投资需求。 

负利率时代的困局 

对此，一家正在把财务顾问业务推向内地高净值人群的某香港金融集团的负责人江逸(化名)告诉记者，“近

期相对大规模的离岸财富配置及传承安排，始于 2015年 8月人民币开始进入汇率波动周期。因为境内高收益及

安全性好的可投资渠道越来越少，所以更多内地客户放眼境外投资。” 

据江逸介绍，内地高净值人士到海外做财富管理的步骤和过程一般是：首先境内资产境外化，先解决资金出

境；其次做境外资产配置，先从一些内地客户熟悉的资产开始配置；此外要注意境外资产分散及多元化配置；最

终可考虑系统性传承及离岸结构设立。 

事实上，内地资金汹涌的海外理财需求推动了越来越多的财富管理机构将目光投向发展海外业务上。 

一家投资机构的 CEO告诉记者，公司投资于海外、门槛为 3000 万元以上客户的专户产品，今年流入的资金

量增加了很多。几年下来，公司每年海外投资的复合回报率在 30%，所以吸引了许多资金进入。 

另外一家投资机构的投资总监则告诉记者，“我们以前以 QDII 产品为主，但受额度限制之后，现在也正转

向境外代客理财业务，我们作为投资顾问，利用自主开发的程序化交易策略来获取收益。” 

上述投资总监介绍，客户要自己完成换汇手续，客户账号开在香港，可以投资很多海外市场。“策略早就有

了，属于高频交易类型。但是过去两年因为主要做私募产品，现在正在升级测试中。” 

记者查阅发现，部分理财网站、私募基金网站上推出多种海外投资理财产品，海外美元基金、QDII基金、

全球配置 FOF基金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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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海外市场进入负利率时代后，想通过“出海淘金”获得高收益并非易事。有私募人士表示，“现在

国外的市场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因为美股估值已经到达科技股泡沫 2000年时候的历史高位，欧洲、日本是负

利率，这些国家的经济都不太好。钱去了海外，也没有太多真正值得投的机会。所以现在从全球来说，国内的确

有不少资金想出去，但是也有很多外资想进来中国投资中国股市、债券，关键是现在在全世界，中国的经济增长

相对于其他国家还是好很多，资金都是逐利的，不管是国内的资金还是外资都是逐利的，肯定是钱往收益高一点

的地方跑。” 

10 月 20日，一位投资机构的投研总监告诉记者，目前海外理财，对于第三方财富机构来说，多为以外币认

购的类固收理财产品。代客理财服务的提供方则主要是私募机构，投资标的一般是在美、港上市的中概股或债券、

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外汇、ETF基金、伦敦金、股指期货等品种。 

“目前比较火爆的海外理财产品主要是兼具固收性质的保险产品，其次则为挂钩海外房地产市场的理财产

品。随着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强以及高净值人群的稳健增长，全球资产配置需求强烈，海外理财产品未来将持续热

销，经玄甲金融初步测算，2017年新增市场规模有望达 3.1万亿元人民币。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海外理财产

品的投资国别、标的、策略等的不同，预期收益也不一而足，面临的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以及信息不

对称风险。”（来源于天天基金网） 

【东方书苑】 

书名: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作者: 罗永浩 

版权方: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书全新收录罗永浩 2009——2014年的“人生奋斗”经历，完整展现一个理想主义者所经历的世界。生而

为一个绝不嘴上吃亏的人，创业路上受过委屈白眼，却从不忍气吞声，在不断折腾中散发出浓浓的正义与情怀。 

    “我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从牛博网，到老罗英语培训，再到锤子科技创始人，老罗的每一次转型

都牵动着公众的视线。他的奋斗不在于名声上的崛起，而在自己对自己人格上的完善，对美好世界执着的追求。

这个爱折腾的、人格闪亮的胖子，在演讲中把自己剖析的无比透彻，读者可以感受到他满满的诚恳和热情。(来

源：百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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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基金声明 

本资料所有内容均来自公开信息，资讯引用 Wind 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承诺。本材料并非基金宣传推介资料，亦不构

成任何法律文件。有关数据仅供参考，本公司不对其中的任何错漏和疏忽承担法律责任。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

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不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人购

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产品时，应认真阅读相关法律文件。本材料的版权归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我

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复制或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