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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上找螃蟹，通
常翻 100 个石头能找到 10~20
个螃蟹。现在有人告诉你他能在一秒
中把海滩上的石头翻个遍，把螃蟹一洗
而空——你会是什么反应？
华夏基金投资总监阳琨上周用这样一个
例子来形容专业投资者与人工智能在投资效
率上的差异。也正因如此，智能投顾在
AlphaGo 战胜围棋少年天才柯洁之后，在
投资理财领域的应用如火如荼。
但 投 资 市 场 远 比 围 棋 更 复 杂。
躺着就能让机器人帮你赚钱的
时候，还远未到来。

智能投顾

真的能帮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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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着赚钱?
A

亏损也是常事

摩羯智投、智能客、
贝塔牛、阿凡达狗、灯塔
表哥、股小量……这一长
串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
“AlphaGo"。 这 就 是 当 前
金融行业最热的风口——
智能投顾。
最早吃螃蟹的是一些
第三方机构，如雪球网推
出的蛋卷基金、金融界推
出的智能投顾以及理财魔
方等。传统的银行、券商
加入则把这一事物快速地
推进更多普通理财者的视
野。
继招商银行推出摩羯
智投、浦发银行推出财智
机器人后，兴业银行上月

B

也推出了智投服务。广发
证券贝塔牛、长江证券阿
凡达狗则是券商在智能投
顾领域的试水。
在传 统 的 理 财 领 域 ，
一般银行里的理财客户经
理需要和客户进行一对一
的见面，详细讨论并描画
出客户的家庭金融状况，
风险偏好，和其他特殊需
求，然后为客户量身定做
出一套理财方案。但是，
客户的表达与他真实的风
险偏好是有差异的。这种
沟通需要专业和细致，沟
通成本非常高。惟有投资
顾问在了解客户真实的风
险偏好后，才能给出在风

险承受能力下，最高收益
率的投资组合方案。
如今 ， 这 样 的 流 程 完
全可以交给智能投顾来
做。目前的智能投顾就
是人工智能+投资顾问的
结合体，通过算法和模
型定制风险资产组合。
简而言之，是用机器来
代替人，为投资者提供
理财服务。
打开淘宝等购物网
站，不同的用户看到的个
性化推荐是不同的。这是
因为网站可以通过大数据
识别用户各类偏好。同样
在理财领域，也可以根据
用户数据识别个性化的风

险偏好。
譬如京东金融，同样
的 5 万元闲置资金，它会根
据你的资产状况和风险偏
好，推荐不同的基金一揽
子组合；再比如“好股
快”智能投顾，不同的用
户得到的选股策略可能是
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因为智能投顾根
据大数据分析来聚焦你的
风险偏好，这比投资顾问
通过访谈得来的信息成本
更低，且偏差性更小。在
资产配置这块，可以通过
资产配置模型由计算机得
出最优投资组合，让投资
决策变得更加理性。

的能力稍弱。
但如果从绝对收益来
看，4 款智能投顾产品有一
半在上月出现亏损，今年
以来的平均收益也有 1 家低
于公募基金。因此，尽管
智能投顾可以让投资更加
理性和个性化，但并不意
味着它是包赚不赔的。
同样是低风险组合，
理财魔方和金融界智能投
顾的低风险组合走势相对
平稳，其中理财魔方的低
风险组合由于主要配置了
货基产品，取得了小幅收
益。相比之下，招行摩羯
智投低风险组合和蛋卷安
睡 50 后养老组合走势波动

较大，作为低风险组合，
对回撤的控制能力一般。
综合来看，理财魔方
在低风险组合中表现最
佳，而金融界智能投顾中
高风险组合业绩优异；蛋
卷基金部分组合博取了短
期的高收益，但是大多数
组合风险敞口较大；从风
险控制的角度来说，理财
魔方所有组合净值走势都
最为稳定，展现出了较强
的风险控制能力；金融界
智能投顾组合也有效的控
制了市场短期波动带来的
风险；蛋卷基金低、中、
高风险等级的组合均出现
了较大的回撤，风险控制

能力有待加强。
据了解，业绩出现差
异与智能投顾所采取的不
同策略有关。比如蛋卷基
金组合策略更偏向于捕捉
资产趋势，追涨杀跌的倾
向性明显，相应风险就相
对较高，但一旦踏准节
奏，收益也会上去。理财
魔方则比较注重基金优选
和组合风险控制，较适合
长期投资策略。
因此，当市面上的智
能投顾产品越来越多时，
作为投资者也要花时间和
精力去挑选一款适合自己
的产品，躺着让机器人帮
你赚钱的时候还远未到来。

理财新势力

5 月智投产品业绩展示
产品名称
摩羯智投
金融界智能投顾
理财魔方
蛋卷基金
上证综指
公募基金

当月
平均收益率
-1.00%
0.29%
0.32%
-0.06%
-1.19%
-1.05%

当月
平均最大回撤
1.33%
0.92%
0.48%
1.52%
4.38%
-

今年以来
平均收益率
-0.02%
4.81%
2.06%
2.37%
0.51%
0.40%

今年以来
平均最大回撤
3.66%
1.10%
1.60%
3.45%
8.46%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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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智能投顾
比真人理财顾问更可靠吗？
对于投资者来说，最
有说服力的还是业绩。巨
灵财经上月选取了业内成
立时间较早、发展较为成
熟、公司实力较强的几款
智能投顾产品，统计了它
们在 5 月的业绩表现和今年
以来的总体表现，并与国
内大盘指数和公募基金的
平均业绩进行比较。
数据显示，尽管今年
以来各家智能投顾产品的
表现各有千秋，但总体来
说，较之上证综指和单只
公募基金的表现，智能投
顾还是展现出了资产配置
的优势，尤其是回撤指标
明显得到控制。5 月，金融
界智能投顾和理财魔方均
取得了正收益，其中理财
魔方的风险控制更为优
秀；从今年以来的表现来
看，金融界智能投顾在低
回撤的基础上收益明显好
于其他平台的产品，摩羯
智投和蛋卷基金控制回撤

投资更需谨慎

尽管趋势明显，前途光
明，但投资者还需擦亮眼睛。
据了解，国内的智能投顾
整体上尚属“混沌状态”。一些
智能投顾所谓按照投资者风险
偏好、资产情况、投资期限需
求等量身定制，但事实上在投
资者适当性方面的做法过于简
单，很多平台都只有一份问
卷，真实性有待考证，另外对
投资者各种信息的记录也不
够，无法进行细化分析，真实
反映客户需求。
此外，资产配置能力不
够。不少智能投顾无法对市场
风格转换、事件驱动行情等做
大数据分析，在量化模型方面
能力远远不够，在市场变化时
灵活度很差，缺乏调整能力，
跟不上市场节奏，只会推荐产
品。
有些智能投顾平台打行业
擦边球，自己没有基金销售牌
照，但有流量，就和持牌销售
机构合作，把销售业务外包接
下来，进行引流，申购费、管
理费、赎回费这些都互相分成。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目前
投顾的行业规范还不太清晰，
智能投顾更是因为混合推荐等
因素存在，使得投顾行为更为
复杂，有存在组合的资产池和
黑箱操作的可能。
近日监管层就曾以现场调
研为名，对涉及智能投顾业务
的券商进行检查。调研的对象
包括海通证券、广发证券、长
江证券、平安证券等券商，重
点检查“智能投顾”涉及的业
务是否合规。
据 《证券时报》 的报道披
露，广发证券贝塔牛，最初实
现的是机器人在交易日盘前推
送初始化建仓建议，并在运行
过程中持续推送买卖建议。但
贝塔牛有几项功能是未开通
的，比如“一键跟单”。从监管
上说，投资者跟随智能投顾直
接下单，相当于“代客理财”，
目前不被允许。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尽管
目前智能投顾只是初级阶段，
随着微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
和传统金融公司的布局，人工
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会更加
热闹。
记者 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