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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数数据据””影影响响互互联联网网金金融融风风控控模模式式

山东神光媒体分析师 丁冲

连续反弹过后，市场终于
盼来了整理。在这里，我用了
一个“盼”字，为何是盼？很简
单，因为这是年底之前，为数
不多的能给你3600点以下低
吸的机会。对很多持股的投资
者来说，震荡中的煎熬不好
受，但这却是你破茧成蝶的良
机，难道不该用盼吗？

当然，观点可以随便说，
但关键是要给出充分的理由，
没有理由支撑的看多，跟耍流
氓可没区别。

先从时间要素看，现在正
值11月中旬，往后看，每年12
月-3月是资金炒作年报的时
间周期，其中高送转的炒作更
是会提前至11月开始。

其次，12月初有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将定调2016年的货
币政策。参照目前的经济形
势，以及不久前的双降，答案
已很清晰，货币政策进一步宽
松基本没的跑。这对股市意味
着什么，应该不需多说，充沛

的流动性可是启动一波行情
的必要条件，更别忘了，一季
度可是一年中最宽松的阶段。

第三，明年是十三五规划
的启动元年，这意味着，明年3
月的两会将是落实十三五规
划的关键两会，而参照过去股
市规律，一季度必炒两会政
策，再叠加十三五规划的落
实，主力不可能视而不见。

第四，IPO即将重启，一
大看点是取消预缴款，打个形
象的比喻，就是买彩票不花
钱，等中奖了再补缴，这样的
好事，谁不打新谁是傻子。但
是，申购新股需要按市值配
售，即必须手里有股票，才能
参加打新，这就意味着，谁持
股多，谁就是打新的最大受益
者。

第五，也是最关键的一
点，就是在经历了6-8月的大
跌后，私募等机构普遍低仓，
据10月的一份调查数据，私募
平均持仓2-3成。看看11月的
成交量，很明显，机构并没有
大举入场的机会。

不管是备战年报，还是两
会，机构都有建仓的必要需
求，而 IPO的重启，更是将加
速机构的进场，尤其是后者，
更是各大机构不容错失的。但
现在的问题是，国家队在救市
中花了近1 . 5万亿，拿到了大
量的筹码，这部分基本是锁定
不卖的，也就是说，摆在机构
面前的唯一一条路，就是从散
户手里抢筹码。

当你明白了这点，再来看
开头那个“盼”字，还是信口开
河吗？并且，还要记住，这次回
探的时间不会太长，空间也不
会太大，这就意味着，能在
3600点以下低吸买股的机会，
稍纵即逝，一旦失去，年内将
不可能再有。

此外，还要记住一点。从
机构的需求出发，未来一段时
间的热点主线，将主要集中在
年报主线、政策主线以及市值
配售主线，这将是主力们接下
来的攻击方向。当然，一些股
民朋友立马想到了，有一些股
是能同时符合上述3条主线

的，比如受益十三五规划、股
价仍在相对低位的成长股。

没错，这些股接下来所面
临的，已不是简单的机会，而
是罕见的投资机遇，若你手中
恰好有这样的股，那就恭喜你
了，机构将在接下来为你抬
轿。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作为
抛砖引玉，我也是给大家免费
分享两只这样的潜力成长股，
未来3-6个月可以守着当老婆
的优质个股，而现在，大家只
需发送短信“牛股”到12114，
同样，直接拨打神光免费热线

“400-708-5099”也可免费索
取。(个股索取完全免费，也不
附加任何条件，仅作分享与交
流)

为什么有那么多推销人员用尽浑
身解数，包括送积分引诱你使用信用
卡呢？因为他们不但有利可图，而且有
大 利 可 图 。一 般 商 业 贷 款 年 息 为
4 . 6%，而做12分期的应用卡年利7 . 2%，
这是银行简单粗暴给你算的账，其实
你细算下来，分期的年利超过了10%。
今天小编帮你搞清分期年利为什么高
得惊人，但人们还不抵触？

分期付款中，银行把分期叫什么
呢？换汤不换药，银行不把分期还款的
利息叫“利息”，而是起了一个比较温
和且麻痹人的名字，叫“手续费”。你看
人家帮你搞定还款压力收你点手续费
算是合情理吧。

一般情况下，每期的手续费率为
0 . 6-0 . 8%。举例说明：假如你消费了
12000元，银行客服开始说服你做12个
分期，每期收取0 . 6%的手续费，慢慢
还款。你觉得真贴心，这个世道怎么如
此的好啊！那么12期的手续就是12000
*0 . 6*12=864元。你每月实际偿还金额
=12000/12+864/12=1000元(本金)+72(手
续费)=1072元，这样爽吧！

其实，分期年利率要比7 . 2%高多
少？来，让我们算算账。通常情况下，我
们都会这样计算：年利率=每期手续
费率*期数=0 . 6%*12=7 . 2%。告诉你，
你却忽略了一个秘密，你每个月分期
还1000元本金后，是不是下一个月本
金少了1000元，变成11000元，接着下个
月本金成了10000元……从分期第二
个月开始，我们就不应该承担12000元
时的利息，对吧？

然而，我们恰恰承担了这些额外
利息。建立一个excel表格，在第1行输
入12000元，在第2-13行输入-1072元，
然后在第1 4行输入公式= IRR (A1：
A13)，接着按ENTER键，得出的结果
就是我们实际承担的月利率，1 . 09%。
我们实际付出的年利率成本=1 . 09%*
12=13 . 08%。接近之前7 . 2%的两倍。这
个利率水平是远高于目前商业银行一
年期4 . 6%的贷款水平的。

因此，在使用信用卡消费或还款
时，不要盲目申请信用卡分期。如果你
实在无法及时全额还款，那么申请分
期在保证信用卡没有污点的情况下，
不要提前还款。因为，即使提前还款，
银行也不会退还已经收取的分期手续
费。拿手头的闲钱再做点其他的事情，
为什么要让银行占便宜呢？

本报记者 王钊 整理

谈谈股股论论市市：：年年内内的的最最后后回回踩踩
主升浪即将随 IPO起舞

分期还款？

堪比一把宰猪刀！

2015年，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
而言，会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以
今年7月份央行等10部委联合出台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为标志，再到11月3日，
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建议中关于“规范
发展互联网金融”的表述首次纳入
互联网金融概念，这也就意味着这
个行业正式结束野蛮生长阶段，步
入规范发展的轨道。

随着一系列监管规则的明确，
这个行业之前存在的一些担忧和
疑虑将会被慢慢扫除。比如互联网
金融如何与非法集资区分等疑问
都有了明确界定。对互联网金融
行业来说，“有法可依”将有利于
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也让投资
人、从业者、客户对这个行业有了
更明确的预期。寒冬变暖冬，未来
互联网金融行业将有什么新的突
破？

对以上问题，我们采访了融托
金融CEO周润秋女士，周润秋对互
联网金融的未来发展做了三大预测。

本报记者 王钊

预测1：
“云数据”将影响
互联网金融风控模式

未来的风控领域发展需要依靠技术
的革新。事实上，最近的这一两年的时
间，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新式技术，这些
新式技术将直接影响互联网金融的风控
模式。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数据的应
用，这个名词在三四年前就被大量提及，
到了如今已正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所
谓云数据风控，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对
个人和企业去做分析，以主动提交和第
三方数据的方法进行尽调，然后对它进
行评级。

需要注意的是，云数据的应用不是
缩短风控的流程，而是极大地加快风控
流程的进行。随着信息的逐渐完全与透
明，通过第三方数据的引入，建立起可靠
的数据模型，然后通过这个系统做预先
的判断。当这个项目明显不合格，系统自
动筛除；这个项目合格，系统就自动秒
批。然后中间很小的一部分，再由人工作
为最后把关，这就是融托金融正在努力
的风控方向。

预测2：
明年资产荒问题
将得到缓解

互联网金融分为资金端和资产端，对
互联网金融平台而言，资金端就是资金的
来源，而资产端就是项目投资标的。所谓的
优质资产端，既要有盈利能力，又要安全可
靠的投资标的。今年，互联网金融市场频现
资金充沛、但优质资产端难觅的困局。主要
是因为宏观经济大环境不太好，在降准降
息等国家政策的影响下，预计明年宏观经
济形势会有所好转，资产荒问题将得到缓
解，同时平台间越来越丰富的大数据，为寻
找到未来优质资产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周润秋认为，金融生而具风险，优质投
资标的永远是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宠儿。融
托金融在线下积累了大量的优质资源，采
用了“抵押+担保”双重保障。平台抵押系
列产品的优质投资标的主要是动产或不动
产抵质押融资，比如以房产、车等不动产作
为抵押物进行融资。除目前已有的融资性
担保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外，融托金融还将
在法律框架内与保理、典当、小贷、融资租
赁等合作，为投资者寻找更多的优质资产
端，从源头上控制风险。

预测3：
优质平台会越来越好
问题平台将加速被淘汰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合规化，互联网
金融平台的发展也已经告别早期的野
蛮生长，逐渐步入理性、规范化发展的
道路。

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0月
底，全国正常运营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已
累计达到2520家。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
落地，不合规、竞争力不强的平台势必
将被淘汰出局，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
竞争，合规的平台只有提升自己的核
心竞争力，严控风险，以优质资产吸
引更多的投资者。市场优胜劣汰虽然
很残酷，但对投资者来说未必不是件
好事。相信在法律的保护下，严格自
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会得到更多投资
者的青睐。

相信未来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将在
残酷的市场形势下更加严于律己，未来
平台将凭借专业的服务、优质的资产端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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