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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等人才需求量大
由于富士康、小米等新经济或独角

兽企业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这类企业
所在行业领域的人才在股权私募行业也
变得炙手可热。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猎聘网等知
名招聘网站上的信息发现，今年股权私
募基金的招聘，在生物科技、云计算、人
工智能、高端制造这四大新经济领域的
专业人才成为热点，尤其是具有相关行
业经验的投资经理，有很大的需求量。

猎聘网的招聘信息显示，某投资集
团在近期招聘PE私募股权投资总监，一
次就招聘3人。给出的薪酬待遇是“ED级
别固薪税前100万~120万元+奖金”；“D
级别固薪税前 70 万~80 万元+奖金”，对
于应聘者要求是有股权类投资项目（中
后期项目）负责人经验，投资过3~5个项
目，而投资方向主要是TMT（人工智能、
高科技等）、医疗医药大健康领域。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注意到，前
海梧桐招聘人工智能基金董事总经理，
不但有高薪，还有股份及分红。而应聘资
格要求在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工业自
动化等行业拥有三年以上管理经验，拥
有成功案例，投资能力优秀。待遇方面则
较为优厚——“年薪+年终奖（年终利润

分成）+股份”，年薪酬为60万~72万元。

应聘后5.5小时就回复
股权私募对人才的渴求，从股权私

募对应聘者的快速反馈上也能看出来。
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进行了亲身
体验。

3月7日上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以应聘者的身份向一家股权私募投递了
一份投资总监职位的求职书，当日下午，
16点30分就接到该公司人力资源打来的
电话，要求预约面试时间。

对这一现象，时代伯乐健康消费事
业部总经理周波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
者，2015年初股权投资机构差不多是1.3
万家，管理规模4万亿元，从业人员18万
人。而到了2017年底，活跃的股权投资机
构差不多是2.2万家，管理规模达11万亿
元，从业人员23万人。三年间管理机构数
量增加了70%，管理规模增加了175%，而
从业人员仅仅增加不到30%，所以行业人
才供不应求。

稀缺人才薪酬水涨船高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查阅猎聘网

上关于股权私募的招聘信息时发现，国

内某知名私募基金招聘主要聚焦于人工
智能AI方向的投资经理，年薪达到60万
~90万元。还有某知名股权私募基金欲招
聘负责TMT、大健康等项目并购业务的
股权投资经理，给出的年薪高达 70 万~
100万元。而目前私募股权投资经理的年
薪多在50万元左右，这还仅是个起步价。
对此引领集团人事总监任伟告诉《每日
经济新闻》记者，据目前引领集团人事招
聘小组对股权私募基金经理的薪资调研
结果显示，股权私募基金经理仅基础年
薪50万元占比高达65%以上。

周波则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
示，股权私募基金经理的年薪50万元起
步是市场导向的结果，现在股权投资机
构众多而熟练的投资经理相对稀缺，自
然会推高薪酬水平。这两年股权私募快
速发展，而投资经理是股权投资机构的
核心资产，尤其是优秀的投资经理，从某
种程度上说，谁掌握了优秀的投资经理，
就相当于掌握了“印钞机”。

前天，沪指好不容易站上年线，但
是昨天，市场再显疲态，大盘午后跳水，
最终沪指下跌17.97点，以3271.67点报
收，跌幅0.55%。与此同时，“独角兽”概
念炒作有所降温，创业板指数昨日下跌
0.69%。

如今摆在眼前比较现实的问题是，
创业板市场这一轮行情，运行到昨天，
已经涨了近4周，现在面临重要的阻力
位考验，后市能够形成突破吗？

昨天，虽然“独角兽”概念的炒作有
降温迹象，但个股表现也不算太差，至
少还是有新的热点涌现出来。比如，很
久以来都无人问津的电力股板块，昨天
突然就爆发了。电力股中，皖能电力、深
南电A涨停，文山电力、漳泽电力、上海
电力等表现也都不错。

电力股为何突然爆发，消息面上
并不容易找到直接原因。不少电力股，
其实都符合前日达哥在“道达号（微信
号：daoda1997）”文章中总结的强势股
三大特征。一是长期走熊，股价跌幅巨
大；二是前期成交量极度萎缩，长期无
人问津。三是经过长期下跌，不少电力
股的流通市值都很小。比如，皖能电力
流通市值只有 90 亿元，深南电 A 流通
市值只有 23 亿元。另外，表现较好的
电力股如文山电力、长源电力、闽东电
力、赣能股份等等，流通市值都不足50
亿元。

这些电力股，有板块效应，有炒作
题材的预期，又符合成为近期强势股
的三大特征，自然成为短期热钱关注
的对象。

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近期很
多题材都炒过一遍了，实在找不到什么
好炒的了，所以只有炒电力股这种没啥
想象空间的板块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
的话，水务板块是否也会有所表现呢？
后市可以关注一下。

除了电力板块外，昨天银行股也有
不错的表现。前一段时间以来，整个大
盘蓝筹股都在跌，银行股也不例外。而
昨天，宁波银行、招行、建行、工行、中行

等不少银行股反弹了。这是否意味着题
材炒作降温之后，银行股将重新迎来上
涨行情？

昨天银行股的反弹，应该是有消息
刺激。据报道，银监会下发7号文，拟差
异化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
标准，对相关指标达标的银行，适度下
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这一消息，
显然被市场解读为利好。申银万国的研
报指出，下调拨备要求是对经济信心和
不良改善信心的确认，甚至认为银行股
放心买。

确实，银行等大盘蓝筹股，消费类
白马股调整的时间还是有点长了。但中
长期看，这些个股趋势依然是不错的。
所以，现在的调整，或许正是长线投资
者布局的时机。

再来说一下创业板，昨天创业板
确实是有些降温，创业板指数下跌
12.34 点，以 1785.27 点报收，2 月 12 日
以来首次收盘跌破 5 日均线。创业板
现在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创业板指
数这波反弹以来累计最大涨幅接近
14%，而现在面临半年线和年线的双
重压力。

中长期看，年线对创业板指数的压
力更为明显，2016年初，创业板指数跌
破年线之后，就再也没有有效站上过年
线。每一波反弹行情，都在年线遇阻。尤
其是去年10月到11月间，三次冲击年
线，最终都失败了。

所以，这一次创业板行情能否延
续，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如果
冲击失败的话，创业板的这波行情，就
还只是超跌反弹行情。

沪深300指数仓位参考
昨日仓位：六成
今日仓位计划：六成
一、本仓位是结合趋势研究，设置

的非实盘仓位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请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仓位跟踪标的为沪深300
指数，以实现对指数量化跟踪，避免持
仓个股差异影响效果。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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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行情面临重要考验50万年薪只是基础
股权私募盯上独角兽求贤若渴

当独角兽企业成为目前市场焦点的
时候，在人工智能等四大新经济领域人
才争夺最为激烈的首先是在股权私募行
业。不少股权私募使出高薪、股权、分红
等优厚待遇以期“扩军备战”，加之近年
股权私募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行业内，年
薪50万元已仅是基础。而在当下的招聘
季，股权私募求贤若渴，对应聘者的反馈
也极其快速，《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以
应聘者身份亲身体验到了这点。

每经记者 杨建
每经编辑 谢欣

摄图网图

“忽如一夜春风来”，独角兽企业从未
像如今这般“吸睛”，中国已成为孕育独角
兽企业的最大摇篮之一。如今国内首个独
角兽平台、全球首个以独角兽企业孵化和
培育为主的新经济产业载体即将在天府
新区诞生！

作为成都新经济的重要承载地，天府
新区正加快建设“新经济聚集区、独角兽
成长地”。继去年12月天府新区“独角兽
岛”项目建设正式启动全球招标以来，3
月10日，“独角兽岛”设计方案国际评审
会暨主题沙龙活动将正式举行。

届时，国内外顶尖规划设计大师及独
角兽企业代表、业界专家组成评审组，将
为天府新区新经济发展、“独角兽岛”打造
建言献策。

每经记者 陈星 朱万平

开启国内首个“独角兽岛”
去年 11 月，成都新经济发展大会召

开。这座最适宜新经济成长的城市明确其
发展方向：到2022年，成都新经济产值达

5000亿元以上。
此前，天府新区就提出，将在2019年

12月31日前，力争打造完成“独角兽岛”；
力争5年内培育超级独角兽1家、独角兽
企业5家、瞪羚企业若干……

沿着天府大道一路向南，进入天府新
区，中轴线以东会出现一个超大水域——
兴隆湖，“独角兽岛”就在兴隆湖东侧。摊
开成都地图，可以观察到，“独角兽岛”位
于天府新区核心区域。

根据规划，“独角兽岛”将建设成为国
内首个独角兽企业聚集平台、全球首个以
独角兽企业孵化和培育为主的产业载体。

“‘独角兽岛’不止是天府新区的独角
兽岛，也是成都的独角兽岛，更是世界的
独角兽岛。”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

“打造‘独角兽岛’这个点子非常吸
引人！”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蓝天铭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实际上，天
府新区一直以来便是产业高地和创新
创业热土，无论是基础设施、生态环境，
还是人才服务和营商环境建设，天府新
区都拥有漂亮的“成绩单”。一个例子便
是，天府新区是商事登记制度、行政审
批制度等重点领域改革的试验区，也是
全国首张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一照
一码”营业执照的发出地，对于企业、经
济发展而言，这样的环境无疑十分具有
吸引力。

顶尖大师献计
剑指新经济“新极核”

据悉，本次活动将汇聚国内外顶尖规
划设计大师及企业领军人物、业界专家成
为评审组，为天府新区的发展建设群策群
力、献计献策。

而自从去年12月，天府新区“独角兽
岛”项目建设正式启动全球招标以来，便受
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共有14个国家和地
区的74家知名设计机构参与此次“独角兽
岛”全球征集活动。经过激烈的角逐和层层

遴选，最终8家参评设计单位入围。
独角兽择良木而栖。汇聚全球智慧，

中国首个“独角兽岛”的打造必将呈现出
高标准，做一片繁茂的良木之林，为“独角
兽”提供孕育之地。

国际著名创投研究机构 CB Insights
的数据显示，中国拥有“独角兽”企业仅次
于美国，在上榜的 214 家企业中，中国占
据了59家。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曾表示，“2017年，
全球新生‘独角兽’企业超过 1/3 诞生在
中国，在全球‘独角兽’估值排行榜前 10

家企业中，中国公司占了 7 家。”毋庸置
疑，独角兽已经迎来了起飞的最好时机。

独角兽翩迁而至，“独角兽岛”能否做
好承接与培育工作？摩拜单车如此评价

“独角兽岛”：“开放包容一直是成都的城
市气质，这种独特的成都气质非常适宜新
经济发展以及打造‘独角兽岛’。”VIPKID
则表示，“‘独角兽岛’在天府新区落地将
带来群体效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加
速成都乃至全国新经济产业升级，帮助更
多独角兽企业加速形成。”

一言以蔽之，“独角兽岛”破土而出正
当时。

平台为产业之基
争做新经济“航母”

一个项目的起飞，离不开产业政策的
支持，而地方产业经济的腾空，亦离不开
具体项目作为落点。

“独角兽岛”正是天府新区推动新经
济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纵观全球，“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
已成为产业经济的新风向标，中国、美国、
德国等率先成为新经济的策源地。放眼国
内，以北上深杭等城市为引领、部分城市
起航争渡的新经济发展格局雏形初现。

作为成都乃至整个西部的新经济重
要承载地，天府新区肩负的新经济发展使
命不言而喻。

在“你追我赶”的发展快车道下，天府
新区顺应时代发展，以发展新经济、培育
新动能破题，提出加快构建以发展新经
济、培育独角兽为引领带动的现代化经济
体系。

而在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看来，“独角兽岛”正是“聚集发展新经
济、培育独角兽企业最具代表性的产业载
体性项目”。

具体而言，就是将以新经济应用场景
构建为方向，以独角兽企业的引进培育为
特色，以智慧复合型绿色生态园区建设为
基础，通过中外合作，集合多方智慧，比肩
国际标准，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
水准进行城市设计和建设，将“独角兽岛”
打造成为独角兽企业领航地、现代建筑精
品展示区、绿色宜居活力社区，使之成为
新经济新动能的代表、新的城市空间代
表、新建筑代表、新生活方式代表。

“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
放经济高地”，这是对天府新区的重要
指示，更是天府新区未来的重要发展战
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重要节点，天府新区在建设全面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的使命中，
将立足“中国西部地区最具活力的新兴
增长极、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化
新城和内陆开放经济高地”，不断迈上新
台阶。

打造新经济新极核“独角兽岛”来了

天府新区

天府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