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欣：用“水滴” 精神解决投资者“痛点”

本报记者 李良

理财市场“互联网+” 浪潮汹涌，在严监管的背

景下，谁会是下一个弄潮儿？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简称资管新规），我国资产

管理行业将统一监管框架和标准， 减少监管套利。

内涵更丰富的互联网财富管理或将取代货币基金，

成为“新风口” 。 中欧基金副总经理许欣说：“以公

募基金为代表的财富管理业务将迎来历史性的机

遇。 ”

中欧推出的组合系列服务“水滴智投” 于近期

发布上线，致力于用组合和资产配置的服务，提升

投资者的盈利体验，这将是中欧基金在互联网财富

管理领域的又一大尝试。 据悉，这一功能将不仅服

务中欧直销客户，还支持以标准接口输出给基金销

售机构，帮助银行、互联网等机构，共同服务投资

者。

事实上，目前招行、工行等金融机构和一些互

联网平台均相继推出“智能组合” 服务。 在许欣看

来，推出智投这件事本身并不稀奇，技术上或许也

没有特别大的壁垒，但是否有强大的投研团队提供

有价值的策略和模型，并持续投入维护，同时，是否

有协同高效的产品和IT团队，能很快将客户的需求

响应落实，创造出高效、标准、可落地的一整套平台

服务，也许才是核心竞争之所在。

互联网理财正在升级

互联网理财已不是个新鲜词。

在传统印象里，公募基金公司逐鹿互联网理财

市场的主要“武器” 是货币基金，铺天盖地的广告

和精细到“T+0” 的便捷快速赎回方式，为公募基

金打响了进军互联网理财市场的头炮。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月底，我国货币基

金规模高达7.3万亿元， 在公募基金中占比超过

60%，而至2017年底，中国互联网理财的规模就达

到3.15万亿元，地位举足轻重。 而这种火箭式的发

展，也为互联网财富管理的下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

客户基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

年12月，中国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的网民数量已经

高达1.29亿， 同比增长30.2%， 网民使用率也达到

16.7%，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2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预计，到2018年年底，互联网理财的

规模有望达到5.36万亿元，预计2020年或达到17万

亿元， 转型升级为互联网财富管理的空间极其广

阔。

值得称道的是，中欧基金在互联网财富管理业

务的布局早已悄然开始。 许欣告诉记者，中欧基金

从接触互联网业务开始，视角就不仅限于成立“电

商部门” ， 而是选择成立了一家独立的销售子公司

“中欧钱滚滚” 。

中欧基金和其销售子公司“中欧钱滚滚” 在互

联网财富管理业务中各自发挥所长。 其中，中欧基

金的量化及资产配置团队提供专业策略服务，帮助

投资者筛选优质产品、构建理财方案，并提供持续

的组合跟踪服务；而“中欧钱滚滚” 则为金融服务

输出提供技术保障，并与销售机构合作共建互联网

化场景。

据介绍， 这一计划包括智投和养老两大主功

能。 其中“水滴智投” 通过设定不同的目标波动，定

制资产配置方案；“水滴养老” 更注重财务规划，制

定个人养老投资计划，实现覆盖生命周期管理。

此外，“水滴智投” 还包含智慧定投、财富研究

院等功能区块，为投资人提供市场解读、产品追踪

等综合服务。

追求卓越“盈利体验”

“在未来的互联网财富管理业务竞争中， 能否

提升客户的‘盈利体验’ ，将是金融机构制胜的关

键。 ” 许欣在采访中反复强调。

之所以如此重视客户的“盈利体验” ，是因为

在长期服务客户过程中， 中欧基金深切感受到，许

多客户的实际收益与所买基金的业绩表现存在巨

大的偏差，从而导致客户出现较差的“盈利体验” ，

这将显著阻碍客户参与互联网财富管理业务的热

情。 而深究这种较差的“盈利体验” 成因，中欧基金

发现，持仓时间较短、喜好追涨杀跌是导致客户难

以从基金投资中赚钱的主要原因。

有数据统计，2017年投资者平均持有基金的时

间不超过3个月。 但如果投资者不加任何选择、等权

重投资市场中所有的偏股型基金，尽管各只基金业

绩表现参差不齐， 只要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的

任一时点买入，持有十年，组合平均年化收益率就

接近15%，累积回报率更是超过300%，远远超越A

股指数涨幅。

“经研究分析我们发现， 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

的本质是客户缺乏金融产品的配置和选择能力，所

以无法获得良好的‘盈利体验’ 。 ” 许欣向记者表

示，“这是互联网财富管理业务中的‘痛点’ ，也是

巨大机遇。 ”

事实上， 业内一些前瞻性的金融机构已经为

“提升投资者盈利体验” 做出了不少努力。 其具体

表现，许欣为记者进行了梳理：

其一，从卖单一产品到卖组合。 过去，金融机构

更多向客户销售单一产品，但是业绩再好的基金也

难免会有较大的净值波动， 投资者无法坚定持有，

甚至追涨杀跌。 分散化的组合投资能够降低投资的

波动性，并可以通过灵活的组合调整，实现客户个

性化的投资需求。

其二，引导客户从一次性购买到分批进入。 越

来越多的销售机构引导客户分批购买，采取定投策

略，分散风险，提升获取正收益的概率。

其三，偏股型封闭式产品受到市场欢迎。 这类

产品因为其过往优秀的表现和盈利体验，在2017年

也迎来了放量，市场接受度很高。 也正是从产品端

的设计，限制了投资者短期可能发生的冲动交易行

为，通过长期投资力求实现更好的盈利体验。

在许欣看来，转型升级后的互联网财富管理业

务，将不再是理财市场单一的产品提供，而是一流

产品加一流服务的结合。 在此过程中，凭借实力雄

厚的投资研究平台，公募基金公司不仅可以成为一

流产品的提供者， 也可以成为一流服务的供应商，

发展前景极为广阔。

许欣表示，作为业内首批实施股权改革和公司

治理改革的基金公司，中欧基金一直以来都是希望

做一流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服务更多的普通投资

者。

“水滴智投” 的推出，就是中欧基金“双一流”

理念的典型案例。 中欧“水滴智投” 从客户角度出

发，根据投资者的风险等级的配置需求，通过组合

投资来实现个性化定制，并致力于成为投资者未来

生命周期中财富管理的服务者。“我们希望，能够帮

助普通投资者享受私人银行般的定制化投顾服务，

让他们拥有最佳的‘盈利体验’ 。 ” 许欣说。“水滴

智投” 将不仅仅服务中欧基金的客户，还支持以标

准接口输出给基金销售机构， 共同服务投资者，共

建互联网财富管理新生态。

做“专业” 的领跑者

在互联网财富管理业务的竞争里，中欧基金始

终强调“专业” 的重要性。

上文提到的，“水滴智投” 是以公募基金为基

础配置标的，这也是建立在中欧基金内部自建的系

统和基金筛选数据库基础上，运用定量和定性工具

构建组合，来进行基金的筛选和持续跟踪，而这一

系统早在“水滴智投” 之前就已经有过长时间的运

行。 在选基上不仅仅看产品业绩，更会综合基金公

司、基金经理、产品等多维度指标筛选。

事实上，就专业投资能力而言，中欧基金在业

内享受盛誉。 以“多策略投资精品店” 为战略的中

欧基金，积聚了一批顶尖的投研人才，其中，投资总

监平均证券从业经历超过14年，投资人员从业年限

平均超过9年，研究人员平均超过4年。 凭借突出的

主动管理能力和优秀的长期业绩，中欧基金连续四

次问鼎中国证券报颁发的“金牛基金公司” 大奖。

许欣还透露，在“水滴智投” 策略构建层面，中

欧基金配备了专业的团队。 目前，中欧资产配置团

队有6名成员，其中5名曾任职于保险机构。 量化团

队则通过定量建模并输出数据，同时还有中欧强大

的投研平台支持。

具体而言，在资产配置的策略方面，中欧基金

有资产配置和量化两大专业投资团队提供资产配

置方案。 而在技术实现上，“中欧钱滚滚” 拥有技术

团队、运营团队、产品团队等人员配备。 从公司的运

营结果来看， 真正做到了提供优秀的客户体验，懂

客户、懂金融，通过内容运营、活动运营、数据运营、

产品运营、自媒体运营等全方位输出深度互联网营

销服务，获得了客户的好评。

而“中欧钱滚滚” 具有自主研发的技术团队，

拥有8项软件著作权和多项高新技术项目认证。 事

实上，“水滴智投” 部分功能已于2017年在钱滚滚

APP上线，并获评中国智能投顾新锐奖。“中欧的使

命是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与服务。 在互联网的大

背景下，我们的服务创新尝试才刚刚开始。” 许欣表

示。

“未来两大契机将加速财富管理进入新时代，

一是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二是未来国家可能推

出的养老税优政策。” 许欣认为，这些都是在鼓励普

通投资者更多地采用分批买入方式进行投资，并且

长期持有。

“未来的发展空间应该是从需求端推出解决方

案，比如针对养老等各种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场

景化运用，才会更有生命力。 ” 许欣补充道。

简历

许欣，金融学硕士，16年以上证券及基金从业经验，

现任中欧基金副总经理，曾供职于外交部、华安基

金、嘉实基金、富国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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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专业” 的领跑者

在互联网财富管理业务

的竞争里，中欧基金始终强调

“专业” 的重要性。

上文提到的，“水滴智

投” 是以公募基金为基础配

置标的， 这也是建立在中欧

基金内部自建的系统和基金

筛选数据库基础上， 运用定

量和定性工具构建组合，来

进行基金的筛选和持续跟

踪，而这一系统早在“水滴智

投” 之前就已经有过长时间

的运行。 在选基上不仅仅看

产品业绩， 更会综合基金公

司、基金经理、产品等多维度

指标筛选。

事实上，就专业投资能力

而言，中欧基金在业内享受盛

誉。 以“多策略投资精品店”

为战略的中欧基金，积聚了一

批顶尖的投研人才， 其中，投

资总监平均证券从业经历超

过14年， 投资人员从业年限

平均超过9年， 研究人员平均

超过4年。 凭借突出的主动管

理能力和优秀的长期业绩，中

欧基金连续四次问鼎中国证

券报颁发的“金牛基金公司”

大奖。

许欣还透露，在“水滴智

投” 策略构建层面，中欧基金

配备了专业的团队。 目前，中

欧资产配置团队有6名成员，

其中5名曾任职于保险机构。

量化团队则通过定量建模并

输出数据，同时还有中欧强大

的投研平台支持。

具体而言，在资产配置的

策略方面， 中欧基金有资产

配置和量化两大专业投资团

队提供资产配置方案。 而在

技术实现上，“中欧钱滚滚”

拥有技术团队、 运营团队、产

品团队等人员配备。从公司的

运营结果来看，真正做到了提

供优秀的客户体验， 懂客户、

懂金融，通过内容运营、活动

运营、数据运营、产品运营、

自媒体运营等全方位输出深

度互联网营销服务， 获得了

客户的好评。

而“中欧钱滚滚” 具有自

主研发的技术团队， 拥有8项

软件著作权和多项高新技术

项目认证。 事实上，“水滴智

投” 部分功能已于2017年在

钱滚滚APP上线，并获评中国

智能投顾新锐奖。 “中欧的使

命是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

与服务。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

下，我们的服务创新尝试才刚

刚开始。 ” 许欣表示。

“未来两大契机将加速财

富管理进入新时代，一是资管

新规打破刚性兑付；二是未来

国家可能推出的养老税优政

策。” 许欣认为，这些都是在鼓

励普通投资者更多地采用分

批买入方式进行投资，并且长

期持有。

“未来的发展空间应该是

从需求端推出解决方案，比如

针对养老等各种客户的具体

需求，进行场景化运用，才会

更有生命力。 ” 许欣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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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欣：用“水滴” 精神解决投资者“痛点”

□本报记者 李良

理财市场 “互联网+” 浪潮汹

涌，在严监管的背景下，谁会是下一

个弄潮儿？

根据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

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

稿）》（简称资管新规）， 我国资产

管理行业将统一监管框架和标准，

减少监管套利。 内涵更丰富的互联

网财富管理或将取代货币基金，成

为“新风口” 。 中欧基金副总经理许

欣说：“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财富管

理业务将迎来历史性的机遇。 ”

中欧推出的组合系列服务 “水

滴智投” 于近期发布上线，致力于用

组合和资产配置的服务， 提升投资

者的盈利体验， 这将是中欧基金在

互联网财富管理领域的又一大尝

试。 据悉，这一功能将不仅服务中欧

直销客户， 还支持以标准接口输出

给基金销售机构，帮助银行、互联网

等机构，共同服务投资者。

事实上， 目前招行、 工行等金

融机构和一些互联网平台均相继

推出“智能组合” 服务。 在许欣看

来， 推出智投这件事本身并不稀

奇，技术上或许也没有特别大的壁

垒，但是否有强大的投研团队提供

有价值的策略和模型，并持续投入

维护，同时，是否有协同高效的产

品和IT团队，能很快将客户的需求

响应落实，创造出高效、标准、可落

地的一整套平台服务，也许才是核

心竞争力之所在。

互联网理财正在升级

互联网理财已不是个新鲜词。

在传统印象里， 公募基金公司逐鹿互

联网理财市场的主要“武器” 是货币基金，

铺天盖地的广告和精细到“T+0” 的便捷

快速赎回方式， 为公募基金打响了进军互

联网理财市场的头炮。

公开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1月底，我

国货币基金规模高达7.3万亿元，在公募基

金中占比超过60%，而至2017年底，中国互

联网理财的规模就达到3.15万亿元， 地位

举足轻重。而这种火箭式的发展，也为互联

网财富管理的下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客户

基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41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截至2017年12月，中国购买互联网理

财产品的网民数量已经高达1.29亿， 同比

增长30.2%， 网民使用率也达到16.7%，较

上年同期增长了3.2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预计，到2018年年底，互联网

理财的规模有望达到5.36万亿元， 预计

2020年或达到17万亿元，转型升级为互联

网财富管理的空间极其广阔。

值得称道的是， 中欧基金在互联网财

富管理业务的布局早已悄然开始。 许欣告

诉记者，中欧基金从接触互联网业务开始，

视角就不仅限于成立“电商部门” ，而是选

择成立了一家独立的销售子公司“中欧钱

滚滚” 。

中欧基金和其销售子公司 “中欧钱滚

滚” 在互联网财富管理业务中各自发挥所

长。其中，中欧基金的量化及资产配置团队

提供专业策略服务， 帮助投资者筛选优质

产品、构建理财方案，并提供持续的组合跟

踪服务；而“中欧钱滚滚” 则为金融服务输

出提供技术保障， 并与销售机构合作共建

互联网化场景。

据介绍， 这一计划包括智投和养老两

大主要功能。其中“水滴智投” 通过设定不

同的目标波动，定制资产配置方案；“水滴

养老” 更注重财务规划，制定个人养老投

资计划，实现覆盖生命周期管理。

此外，“水滴智投” 还包含智慧定投、

财富研究院等功能区块， 为投资人提供市

场解读、产品追踪等综合服务。

追求卓越“盈利体验”

“在未来的互联网财富管

理业务竞争中，能否提升客户

的‘盈利体验’ ，将是金融机

构制胜的关键。 ” 许欣在采访

中反复强调。

之所以如此重视客户的

“盈利体验” ， 是因为在长期

服务客户过程中，中欧基金深

切感受到，许多客户的实际收

益与所买基金的业绩表现存

在巨大的偏差，从而导致客户

出现较差的 “盈利体验” ，这

将显著阻碍客户参与互联网

财富管理业务的热情。 而深究

这种较差的 “盈利体验” 成

因，中欧基金发现，持仓时间

较短、喜好追涨杀跌是导致客

户难以从基金投资中赚钱的

主要原因。

有数据统计 ，2017年投

资者平均持有基金的时间不

超过3个月。 但如果投资者不

加任何选择、 等权重投资市

场中所有的偏股型基金，尽

管各只基金业绩表现参差不

齐， 只要在2001年至2006年

期间的任一时点买入， 持有

十年， 组合平均年化收益率

就接近15%， 累积回报率更

是超过300%， 远远超越A股

指数涨幅。

“经研究分析我们发现，

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本质

是客户缺乏金融产品的配置

和选择能力，所以无法获得良

好的‘盈利体验’ 。” 许欣向记

者表示，“这是互联网财富管

理业务中的‘痛点’ ，也是巨

大机遇。 ”

事实上，业内一些前瞻性

的金融机构已经为“提升投资

者盈利体验” 做出了不少努

力。 其具体表现，许欣为记者

进行了梳理：

其一，从卖单一产品到卖

组合。 过去，金融机构更多向

客户销售单一产品，但是业绩

再好的基金也难免会有较大

的净值波动，投资者无法坚定

持有，甚至追涨杀跌。 分散化

的组合投资能够降低投资的

波动性，并可以通过灵活的组

合调整，实现客户个性化的投

资需求。

其二，引导客户从一次性

购买到分批进入。 越来越多的

销售机构引导客户分批购买，

采取定投策略， 分散风险，提

升获取正收益的概率。

其三，偏股型封闭式产品

受到市场欢迎。 这类产品因为

其过往优秀的表现和盈利体

验， 在2017年也迎来了放量，

市场接受度很高。 也正是从产

品端的设计，限制了投资者短

期可能发生的冲动交易行为，

通过长期投资力求实现更好

的盈利体验。

在许欣看来，转型升级后

的互联网财富管理业务，将不

再是理财市场单一的产品提

供，而是一流产品加一流服务

的结合。 在此过程中，凭借实

力雄厚的投资研究平台，公募

基金公司不仅可以成为一流

产品的提供者，也可以成为一

流服务的供应商，发展前景极

为广阔。

许欣表示，作为业内首批

实施股权改革和公司治理改

革的基金公司，中欧基金一直

以来都是希望做一流的产品

和一流的服务，服务更多的普

通投资者。

“水滴智投” 的推出，就

是中欧基金“双一流” 理念

的典型案例。 中欧 “水滴智

投” 从客户角度出发，根据投

资者的风险等级的配置需

求， 通过组合投资来实现个

性化定制， 并致力于成为投

资者未来生命周期中财富管

理的服务者。 “我们希望，能

够帮助普通投资者享受私人

银行般的定制化投顾服务，

让他们拥有最佳的 ‘盈利体

验’ 。 ” 许欣说。“水滴智投”

将不仅仅服务中欧基金的客

户， 还支持以标准接口输出

给基金销售机构， 共同服务

投资者， 共建互联网财富管

理新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