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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公业务升级至“智能时代”
民生银行上线“金融e管家”

本报讯 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
战略客户，将对公业务升级至“智能时
代”。18日，记者从我市民生银行了解
到，以大数据为核心驱动的民生“金融e
管家”客户关系服务平台已全面上线。

某上市公司集团是民生银行客户，
去年上半年净利润为1.5亿元。该行对
应的客户经理通过“金融e管家”平台分
析发现，该集团有数百家上下游企业，年
往来资金量超过10亿元，但通过民生
银行结算的仅占26%，整体的交易成本
非常高。根据该集团资金往来特征，民生
“金融e管家”建立了交易网络模型和上
下游客户推荐模型，为该集团配备了合
适的金融产品，推荐了优质伙伴，打通了
供应链。近半年来，该集团盈利水平实现
了大幅提升。

我市民生银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民生“金融 e管家”引入了“体验至
上”的互联网开发思维，运用复杂网络科

学、力导向布局图等大数据分析手段，加
大了行内外数据资源的整合力度，构建
了客户基因图谱模型和智能产品推荐模
型，力求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

据了解，民生“金融e管家”主要具
有四大特征。一是大数据挖掘：整合了民
生银行包括上市公司、工商、征信等在内
的 200多个系统数据。二是供应链开
发：对公司业务交易网络进行全网络分
析，实现精准的客户推荐和产品推荐。三
是完善客户关系管理体系：客户经理可
运用平台的客户拜访、到期提醒、产品推
荐、产品专家等功能和服务。四是科学的
客户绩效评价体系：为不同特点的客户
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据悉，为更好地适应公司业务转型，
民生“金融e管家”将围绕、聚焦核心大
客户的交易融资等，持续推进二期、三期
开发计划，加快推动大数据时代的业务
作业模式变革。 !民萱 张琛"

不断寻找价值被低估的个股
羊肉要吃，猪肉也要吃。资深业内人士冯刚的投资主线是：

上周六，域秀资本创始人冯刚
携旗下私募产品———长河优势 2
号在国泰君安广化街营业部作“拥
抱改革牛市”投资报告。“独立思考、
守正出奇”，不断寻找价值被低估的
个股是冯刚的投资主线。

公转私将愈演愈烈

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的冯刚，证券从业经历超过14年。
历任华宝收益增长、华宝大盘精选、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上投摩根双息
平衡基金经理，并获 4座个人“金
牛”（公募基金行业奖项）。

在近年公募经理纷纷创业的浪
潮中，冯刚也毅然辞职，联合业内精
英，于今年1月创立了域秀资本。
在冯刚看来，创业精神，是现代社会
最大的推动力。而采用“合伙人机

制”的资产管理公司，比公募基金
公司更灵活、更能发挥个人的主
观能动性。“基金行业的核心竞争
力是人才，靠门槛、牌照竞争的时
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冯刚非常看好国内资本市场
的发展。冯刚及其投研团队认为，
此轮长周期牛市启动有四大背景。

首先是信心和预期转变。譬
如反腐、地方平台治理、国企改革、
资源价格改革等变革措施的实质
性推进，激发市场对中国中长期
发展前景的信心。其次是无风险
收益率下降拐点已现。如网上P2P
平台等投资方式风险暴露，收益
下滑。再次是居民资产配置方向
趋势性转变。随着房地产销量接
近峰值，居民降低房地产配置，提
升股票配置，乃长期趋势。最后是
注册制方案将推出。“长期来说，这
将改变市场生态。一是有更多企
业上市，牛股绝对数量将增多；二
是新股发行及上市定价更趋合
理，为二级市场留出空间。”

综上所述，冯刚认为，未来，将有
越来越多的人从公募基金行业跳出，以
自己的才智拥抱大资管时代的到来。

羊肉要吃，猪肉也要吃

对于如何挑选个股，冯刚以肉
价做比方。

“假设 5年前，羊肉是 20
块/斤，猪肉是25块/斤。但是，由
于羊肉营养价值高，饲养成本大，5
年来价格一路上涨，迄今已涨至70
块/斤。而猪肉呢，由于吃人工饲
料，数量多等原因，涨价空间不大。
但又因为过去 5年来，物价、劳动
力成本等发生了变化，猪肉价格也
上浮了，涨至40块/斤。那么，羊
肉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价值被低
估的成长股。猪肉呢，有一定的固定
价值，在阶段性的行业轮动中，我们
也会逢低介入，短期操作。”

当前，冯刚建议投资者重点关
注国企改革和新兴行业。

国企改革可关注国有资产证券

化、股权激励、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投
资方向，参与改革深化受益的机会。
如医疗体制改革，医疗服务、医药电
商等；金融改革，多元融资模式、资
产证券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

新兴行业则包括节能环保、新
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

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
等几大类别。
“行业被长期跟踪、研究透了，

如果好的行业，定能发现更多好股
票，该行业的配置比例也就自然上
去了。”冯刚如是说。

张琛 张宇

教你防范电信诈骗

每年春节过后，电信诈骗或将出现一轮高峰，各种诈骗
短信、电话会不断滋扰群众。

为了防止大家一年辛勤劳动的果实被可恶的犯罪
分子窃取，我来教大家识别几种犯罪分子常用的作案
伎俩。

千万别接“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许多客户在接到
关于汽车退税、中奖之类的电话后，会因为突如其来的
好事而降低警惕性，很容易相信自己真的就是万中选
一的“幸运儿”，从而减少对犯罪分子透露自己更多信
息的防备。通常骗子们会提出领取奖品需要缴纳所得
税、支付运费等，要求“中奖”人汇款，有些人就因此遭
到经济损失。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先沉淀一下激动的心
情，提醒自己，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如果轻信了，只会
被馅饼砸伤。

犯罪分子还会冒充学校老师向家长打电话，谎称
其子女突发急病在医院等钱动手术。很多家长的做法
是，接完电话立刻打电话给孩子，若未接通，爱子心切
的家长就会自乱阵脚，轻信犯罪分子的谎言，从而上当
受骗。建议先平复一下紧张的情绪，就算未打通孩子的
电话，也不能第一时间就向陌生人汇款，应打电话到学
校核实情况。

有些人会接到自称是某某公安局的电话，称收缴
到毒品，跟其有关，必须缴一定的保证金，而且不能告
诉任何人，否则会被捕。这种情况下，建议客户拨打当
地公安局电话询问。并且冷静思考一下，若真涉及贩
毒，也不是缴一笔保证金就能解决的，更何况贩不贩毒
自己本人不清楚，还要别人告知？所以，接到此类电
话，一律忽视。
如今，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让人防不胜防。骗子们

会从我们的家人、工作、社会活动等多方面渗入，形式
五花八门，面对千变万化的诈骗手段，我们只能以不
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纵使诈骗手段再多样，也无
非就是想把钱从我们口袋骗到他们口袋。面对这种情
况，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直接忽视，不然受“内伤”的就
是客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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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在常工院收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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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特困学生的微心愿#%微心愿'一经发布#就得到了该行员工的热切关注#

大家纷纷伸出援手#为孩子们圆梦。 胡平 摄

常州农行圆梦“小小心愿”

目前#冯刚的长河优势
!

号正在国泰君安火热销售$ 据记者了解#

我市其他券商营业部#近期都密集代销了多款私募产品$并且销售形势

一片大好$ 譬如#长河优势
#

号就有很多本市投资者没有抢到$ 而周围

的新老股民对后市也多持乐观态度$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资深业内人士#冯刚等人肯定是嗅到了某种气

息#纷纷从公募行业转向更赚钱(更能实现自我价值的私募行业$

但记者认为#投资者一定要想清楚两个问题$

一是#把钱交给专业人士管理#你是否放心$股市不确定因素很多#

有时候#未必专业就能赚钱$有些人#自己亏了钱还能做到愿赌服输)但

交由特定人士(机构打理反而会患得患失$

其次#市场长期向好不等于每个人都能赚钱#也不等于每时每刻

都能赚钱$ 不管是新是老#作为股民#一定要有亏钱的觉悟#并在入市

前设好止损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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