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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创新者
的优势：求胜于未知的企
业战略管理”——中国财
富管理系列论坛暨宜信11
周年全国巡讲在武汉盛大
开启。6月13日至15日，
由宜信公司创始人、CEO
唐宁带领的巡讲团来到杭
州、嘉兴、宁波三城，继
续与当地高净值人士一同
探讨企业管理、资产配置
与未来传承。

在6月13日浙江大学
120周年校庆之际，宜信
财富联合浙江大学管理学
院 EDP 中心及 EMBA 中
心，共同举办“全球新经
济形势下的资产配置与未
来传承之道”——2017宜
信财富走进商学院活动，
CEO唐宁受邀出席活动并
发表主题演讲。

资产配置是财
富管理的核心

唐宁指出，目前中国
高净值客户资产组合普遍
呈现“三高”特征，即固
定收益资产类别占比高、
房地产投资占比高以及人
民币资产占比高，在这样

畸形的资产配置状况下，
高净值人群需要尽快重塑
自己的资产组合。

2016年，宜信财富携
手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
院 金 融 教 授 Randolph
B. Cohen提出资产配置

“黄金三原则”（即跨地域
国别配置、跨资产类别配
置、以FOF的方式超配另
类资产），标志着中国财
富管理行业大幕开启。宜
信财富所秉承的“资产配
置”理念，直接推动了财
富管理行业从“以产品为
中心的代销”到“以客户
为中心的资产配置”的转
型升级。

“财富管理行业的标
志是：它们的机构是以资
产配置为核心逻辑在进行
投资者教育和自身产品服
务的落地实现；财富管理
行业之中的客户在理财的
时候是自上而下地用资产
配置的逻辑进行理财规
划。”唐宁表示。

投资母基金拥
抱新经济

谈到未来发展，唐宁

认为，中国的新经济增长
潜力无限，包括健康医
疗、教育、消费升级、大
数 据 、 云 计 算 、 互 联
网+、AI、人工智能等，

“用母基金的方式去投资
新经济，是中国高净值人
士拥抱新经济、拥抱未来
增长的必由之路。

宜信财富高级副总裁
尚筱表示，投资母基金就
相当于“一键式购买”，
它能够通过分散投资到不
同的基金管理人、不同的
企业发展阶段、不同的行
业等来最大程度地分散风
险，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投资方
式。“我们看到一个非常
有趣的现象，这些高净值
人士是传统经济的受益
者，传统经济创造的财富
都在通过母基金的方式大
力地渗透到新经济，推动
着新经济发展。”唐宁补
充道。

“高净值人士参与二
级市场投资也是用母基金
的方式。”宜信财富资本
市场母基金管理合伙人、
投米RA负责人兼CIO王
福星表示，“通过母基金

方式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多元化分散投资，配合
不同策略平滑市场风险，
同时通过持续动态的组合
优化风险调整后收益，帮
助投资者真正实现资本市
场产品的‘风险可控，回
报可期’”。在具体操作
中，王福星指出，宜信财
富资本市场母基金结合自
下而上的投资经理选择和
自上而下的投资策略及投
资组合构建，通过跨地
域、跨策略和跨资产类别
的方式构建低相关性、低
波动率的投资组合，以绝
对收益为目标，力求带来
长期稳定的超额回报。

顶级财富管理
机构需具备三大能力

关于未来十年财富管
理行业的变化趋势，唐宁
表示，一是从固定收益到
权益类；二是从短期投机
到长期投资；三是从中国
到全球；四是从单一产品
投资到资产配置；五是从
一代创富到二代创富。

“这五个趋势构成了
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

主线，是我们每一个理财
者要去考虑的思维主线，
也是每一个财富管理机构
去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的主线。”唐宁指出，宜
信财富根据未来趋势构建
了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通
过优秀的产品线、服务线
帮助高净值人士实现投
资、生活、学习、公益、
传承五大目标。

2016年年底，国际金
融服务业战略情报领衔提
供商《亚洲银行家》授予
宜信财富“最佳非银行私
人财富产品”殊荣，这既
是对宜信财富的一种认
可，也为中国的财富管理
行业提供了一个标准。

“对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
一是要有正确的资产配置
理念，二是要科学审慎地
选择合作的财富管理机
构。”尚筱表示。谈到宜信
财富的核心竞争力，她认
为，一是有全球化的视野
和布局；二是在各个资产
类别中有顶级的投资能
力；三是有强大的科技能
力。

据悉，“创新者的优势：
求胜于未知的企业战略管
理”——中国财富管理系列
论坛暨宜信11周年全国巡
讲还将继续在厦门、广州等
10多个城市进行。

记者 王婧
通讯员 廖佐君

唐宁：资产配置是财富管理行业的核心要义
中国财富管理系列论坛暨宜信11周年全国巡讲走进浙江三城

6月18日下午，经过
半年的筹备，百度云智·
宁波大数据产业基地正式
开业，首批15家百度系及
上下游大数据、人工智能
企业签约入驻，实现“开
门红”。

2016年12月8日，市
政府和百度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由市经信委、宁波
保税区、百度、赛迪四方
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试
点示范”百度云智·宁波
大数据产业基地正式落户
宁波保税区。2017年2月
8日，基地运营公司——
云智（宁波）大数据产业
运营公司正式成立。

基地重点引进三类企业

据介绍，百度云智
（宁波） 基地重点引进三
类企业：百度系企业 （A
类）、利用百度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行业大
数据应用与服务的上下游
成熟企业（B类）、通过百
度云智（全球）创新大赛
等形式，引进和培育利用
基地生态资源的创新型企
业或团队（C类）。

百度云智（宁波） 基
地、云智（宁波）大数据
产业运营公司总经理王洪
全告诉记者，百度云智
（宁波）基地定位：1、利
用百度大数据、技术、平
台、品牌等资源集聚大数

据、人工智能相关企业，
培育产业生态链，打造宁
波智能经济新的增长引
擎；2、联合专业资本对
入驻的创新项目进行投
资，并提供一条龙的专业
服务；3、为百度在宁波
及周边城市合作项目提供
支撑和运营服务。

目前，百度云智（宁
波）基地已成功引进首批
15家百度系及上下游企业
入驻，主要聚焦在大数据
（环 保 、安 全 、共 享 经 济
等）、人工智能（语音及图
像识别、智能终端等）和物
联网（共享经济等），其中
百度、中兴通讯、先河环保
3家为上市公司。另外还有
7家企业在谈，初步达成合
作意向。预计到2017年底，
基地将引进大数据及人工
智能创新企业30家、产值
突破 2 亿元、税收突破
1000万元。

百度云智（宁波）基地
开业一期面积 3000 平方
米，主要分为入驻企业办
公区、共享资源服务区、基
地运营公司办公区、百度
创新技术与产品体验中心
四大区块。百度体验中心
包括百度大数据、百度云、
百度大脑及入驻企业创新
产品和服务，可提供百度
语音识别、图像及人脸识
别、大数据行业分析、人工
智能、AR/VR产品、室内

智能导航等创新体验。
百度副总裁尹世明表

示，“用科技让复杂的世
界更简单”是百度新使
命，在这个新使命的驱动
下，百度经过5年的不断
努力，已由全球最大的中
文搜索公司发展成为全球
最有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公
司，多项技术处于全球领
先水平，仅自动驾驶技术
专利的申请数量就已超过
600项，包括无人车的智
能感知与控制、智能检测
与定位、高精地图、语音
和图像处理、机器学习、
无人车测试等方面。

宁波正在全面建设
“中国制造2025”全国首
个试点示范城市，大力发
展以智能制造、智能应
用、智能服务为核心的智
能经济，这与百度云智
（宁波） 基地的发展方向
与使命是完全一致的，百
度将整合相关资源，继续
投入大数据、技术、平
台、人才和资本，全力支
持百度云智（宁波）基地
做大做强，尽早形成“宁
波模式”，并复制全国，
为宁波乃至全国的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战略新兴产
业的布局提供示范引领作
用。预计到2021年，百度
云智（宁波）基地将投入
10亿元，引进和培育大数
据及人工智能企业 120

家，从业人员超过 5000
人，主营业务收入超过40
亿元，税收超过 2亿元，
成为宁波智能经济新的增
长引擎，全国重要的大数
据、人工智能产业基地。

已在位置大脑方
面开展

据了解，目前，百度
公司已与宁波市规划局在
位置大脑等方面全面开展
合作。位置大脑数据主要
包括地图数据、功能属性
数据、位置数据、位移数
据、用户画像数据等多种
类型数据，可通过用户基
于百度位置服务 （LBS）、
搜索等功能产生的大数

据，实时了解城市人群分
布热力图，利用百度画像
数据精准定位分析应用场
景和消费人群。通过该项
目合作，将帮助宁波解
决：1、优化城市路网，
缓解城市道路拥堵问题；
2、优化城市功能布局，
完善城市服务生态；3、
了解百姓搜索热点、诉
求，为政府精准治理和服
务提供数据服务；4、助
推宁波地理信息及位置大
数据产业的集聚和发展。

此外，与宁波相关单位
对接的宁波医疗大脑，地铁
等公共场所、学校、政府、企
业的人脸识别等近10个项
目也即将进入应用。

仪式上，还举行了重
大合作项目签约，宁波市
经信委与百度公司深化合
作签约，宁波保税区管委
会与百度公司深化合作签
约。同时，百度云智（全
球）创新大赛启动，计划
在美国硅谷、中国深圳、
上海、北京、重庆五个赛
区进行创新项目决赛，9
月 6 日在宁波举行总决
赛，宁波保税区“产业基
金”将联合百度等全球优
秀创投机构，共同出资
3000万元，对总决赛的优
秀项目进行首轮“天使”
投资。 记者 王婧
通讯员 周红梅 郭亦欣

文/摄

百度云智·宁波大数据产业基地开业
首批15家百度系及上下游大数据、人工智能企业入驻

宜信公司创始人宜信公司创始人、、CEOCEO唐宁唐宁

百度宁波体验中心百度宁波体验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