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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的一举一动都
会在A股市场形成炒作
热点，近日，人工智
能、人脸识别、机器视
觉、智慧城市、阿里概
念等个股持续受到资金
追捧。

阿里云栖大会中的
“电商视觉人工智能”专
场引人关注。机器视觉
是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
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机
构预测，未来几年，我
国机器视觉产业市场规
模到2020年有望达到千
亿级水平。万讯自控是
机器视觉概念股，丝路
视觉也是专业视觉服务
提供商。此外，中科信
息、朗科智能等昨日亦
强势上涨。

10月 8日晚，数据
港公告称，公司收到阿
里巴巴关于 《HB33 机
房增加项目需求意向
函》，经公司与客户协
商，HB33 项目在原有
基础上增加项目投资规
模，项目增加部分在合
同服务期内，数据中心
服务费总金额经测算约
14亿元。

今年 9月，阿里巴
巴入股新华都 10%股
权，同时二者成立新盒
网络公司，有望复制三
江购物模式，引入类似
盒马鲜生的全渠道业态
模式。这将是继入股圆
通速递、银泰商业、苏
宁云商、三江购物后，
阿里入股的第五个实体
企业。

银江股份为智慧城
市概念股，本周连续 2
日涨幅超8%。本届云栖
大会的主论坛议程将包
括两大重磅发布，其中
城市大脑最引人注目。
据了解，城市大脑是目
前全球最庞大的人工智
能系统，被誉为AI领域
的“登月计划”。相关个
股还有浙数文化、浙大
网新、华中数控、赛为
智能、科大讯飞、全志
科技、佳都科技等。

此外，智能汽车概
念股天泽信息，以及物
联网概念股金卡智能、
新天科技、拓邦股份、
北斗星通、合众思壮，
也值得投资者关注。

记者 张波

另外，以港股、大中华为投
资标的QDII基金在今年前三季
度业绩表现不错，在206只QDII
份额中（包含人民币、港币、美元
份额），共有6只前三季度收益率
超过40%，周欣的华宝兴业中国
成长以48.72%位居第一。

早在9月20日，华宝兴业
中国成长基本已经锁定冠军宝
座，当时该基金年内收益率达

56.31%，同样也是今年来的最
高点，远超其他QDII产品。虽
然最后一周有些许回调，仍无
悬念领跑同类基金。

另外，蔡铮管理的交银中
证海外中国互联网、张丹华管
理的嘉实全球互联网美元现汇、
张丹华管理的嘉实全球互联网
美元现钞、余海燕和范冰共同管
理的易方达中证海外互联ETF

和张丹华管理的嘉实全球互联
网人民币也同样分别取得47%、
46.93% 、46.93% 、43.41% 和
40.33%的收益，位居前列。

在业内人士看来，重仓港
股是QDII基金胜出的关键。另
外，纳斯达克指数在今年也出
现了 20.67%的涨幅，同样为
QDII基金贡献了不少净值涨幅。

记者 张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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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沪指延续震荡上扬
态势，小幅收涨，盘中一度回
踩20日均线，但没有完全回补
9 日的跳空缺口，说明支撑明
显。只要不补该缺口，股指后
市继续向上的概率就较大。创
业板指今日站上 1900 点，标志
着上涨趋势已确立。预计后市

结构性行情仍将延续。
今日市场上最大的亮点非

医疗行业莫属，板块内有近20
只个股涨停。不过，该板块高
潮来得太快，次日必定分化。
但因是新热点，部分个股的持
续性还是有的，需加以区分。

金 融 科 技 概 念 股 持 续 走
强，且有进一步扩散的趋势。
新华都5连板，带动了阿里概念
走强，数只个股涨停。对于该
概念内个股，因为是跟风新华

都，所以谨慎追涨。
目前，中小创个股走势较

好，而以钢铁、有色为代表的
周期股回调明显，说明资金对
中小创个股的热情正在升温。
可在中小盘个股中寻找估值比
价有优势的超跌个股进行波段
反弹操作。 老雷

谁最会赚钱？
从今年前三季度权益类基

金经理赚钱能力前十强排名来
看，依次为彭凌志管理的国泰互
联网+净值上涨47.66%、冯明远
管理的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净
值上涨46.58%、林鹏管理的东方

红沪港深净值上涨 45.63%、杜
猛管理的上投摩根新兴动力净
值上涨45.39%、李晓星管理的银
华盛世精选净值上涨42.37%、唐
倩管理的交银稳健配置混合A
净值上涨41.90%、萧楠管理的易

方达消费行业净值上涨41.83%、
孙芳管理的上投摩根核心优选
净值上涨40.98%、杨明管理的华
安策略优选净值上涨40.02%、
周可彦管理的银华富裕主题净
值上涨39.45%。

都买了啥股？
具体来看，彭凌志管理的

国泰互联网+上半年重点布局了
大金融、新能源汽车板块，在
上述强势板块轮番发力带动
下 ， 第 三 季 度 净 值 涨 幅 达
19.4%。

从季报持仓信息来看，一
季度，国泰互联网+除了大量持
有白酒以及金融、保险、券商
等股票外，还配置了较多新能
源汽车个股，但投资相对分
散。到了二季度，基金经理大
幅加仓上游原材料公司，重仓
天齐锂业和赣锋锂业，持股比

例均超9%；第六大重仓股华友
钴业的持仓占比超6%，仅这3
只个股持仓就占到基金净值的
25.43%。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三季
度混合型基金业绩榜前十名
中，东证资管旗下产品占据了
三席。东方红沪港深基金以
45.63%的业绩居首。除东方红
沪港深外，东方红睿丰、东方
红中国优势两只基金分别以
38.94%、38.59%的年内收益率
居第九和第十，基金经理林鹏
管理或参与了上述三只基金的

管理。
东方红沪港深基金成立一

年多，在基金经理林鹏的管理
下收益一路高歌猛进。今年以
来，该基金重仓伊利股份、美
的集团等蓝筹股，充分享受了

“漂亮50”行情带来的净值提
升；同时，在年内香港恒生指
数大涨近30%的情况下，该基
金部分参与了港股市场，前十
大重仓股中的吉利汽车、安泰
体育等表现均不错，尤其是自
一季度就开始持有的吉利汽
车，年内涨幅高达272.43%。

QDII收益如何？

A股为何掀起
阿里概念炒作潮

本日志仅记录个人对
大盘和个股的理解，不一定
正确，切勿跟风。

昨日，A 股市场掀起阿里概念炒作潮，数据
港、万东医疗、万讯自控、丝路视觉等股涨停，而
新华都9月27日复牌以来已连续5个交易日涨停。

当地时间周一美国
股市收盘时，阿里巴巴
股票的收盘价为182.09
美元，创自2014年9月
IPO 以来的最高收盘
价。

阿里巴巴“飞天智
能云栖大会”将于10月
11日在云栖小镇举行，
今年的会议议题将覆盖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智能硬件、VR、
AR、芯片技术、数据
库、 IoT、操作系统、
生物识别、天文科研、
金融科技、量子计算等
前沿领域。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
力的科技展会之一，阿
里云栖大会历来备受市
场关注。在2016年的云
栖大会上，马云首次提
出新零售的理念，引发
了A股新零售概念股暴
涨。

就在大会前夕，网
传阿里巴巴重兵布阵云
通信项目，据流出的阿

里巴巴集团内部的文件
图片表明，此项计划级
别极高。该项目的正式
上 线 时 间 是 10 月 13
日，正逢2017年云栖大
会期间。受消息刺激，
A 股云通信概念股爆
发，龙头股二六三走出
三连板的惊艳行情，10
月 10 日 再 次 收 涨
6.48%，4个交易日涨逾
4成。

人工智能仍将是此
次云栖大会的主角。本
次云栖大会上，阿里巴
巴将投入最核心的科学
家团队，组织多场领先
技术分享论坛，并发布
多款重量级AI产品。云
计算产业生态里面的最
新黑科技也将逐一亮
相，并推出很多好玩的
互动实验室。此外，本
届云栖大会还将发布蚂
蚁金服在金融云、AI、
风控、生物识别、开放
平台等领域的最新进展
以及技术突破。

阿里股价创新高迎盛会

阿里概念股受资金追捧

前三季度权益类基金经理赚钱能力前十强出炉

看看哪些基金经理最会炒股？

2017年前三季度，不少投资者抱怨炒股没赚到钱，而部
分基金却赚得盆满钵满，赚得最多的基金净值从年初至今上涨
了近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