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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点评 

 中美同时操作退出政策，市场良性反应 

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

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2 月 18 日，美联储突然宣布提高贴现率

25 个基点，投资者对美联储将提早加息的预期迅速高涨。中美

先后收紧流动性，是否意味着全球退出政策的大幕已经开启？ 

回收流动性坚决有力 

从美国来看，美联储上调贴现率 0.25 个百分点至 0.75%，

这是美联储近三年来首次调升贴现率，这使得该利率与联邦基准

利率之差扩大到 0.5 个百分点。一般而言，贴现率会高于基准利

率 1 个百分点，本次调整除了从“量”上回收流动性外，贴现利

率回归常态也属正常。除了扩大贴现率及基准利率利差,美联储还

缩短了一级信用贷款的最长期限。美联储表示，与稍早时间结束

的其他一系列非常规信贷计划一样，提高贴现率旨在使得美联储

借贷工具进一步正常化，鼓励金融机构在短期流动性需求方面更

多倚赖市场而非央行。 

从中国来看，流动性收紧的信号在去年底央行的公开市场操

作中已经显现。1 年期央票的开始发行、1 年期和 3 月期的央票

利率不断走高，1 月 12 日超出市场预期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

让央行收紧流动性的意愿得到确认，本次再次调升准备金是上述

政策的延续。 

市场反应较为理性 

由于假期原因，市场对中国的再次上调准备金经过较长时间

的消化。此消息的负面影响已经变得弱化；而对于美联储的意外

动作，欧美市场则认为是经济景气较为理想，美联储才有这一动

作，反映出良性的经济运行趋势，资本市场表现较为友好。而亚

太股市则反应较为负面，主要是由于上述市场与避险资金撤出，

转而流入到美国等市场有关。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有影响的两大经济体已经开始的退出政

策，势必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体的政策跟进，全球范围内的政策退

出已经得到基本确认，现在需要观察的就是退出的力度。资本市

场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将直接左右投资者的选择，而相对稳健

的策略不失为理想的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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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年前最后一周大盘低开后小步上行，成交缩量。上证综指本周+2.68%，表现较强于指数的行业有采掘、黑色金属、有色金

属，表现较弱于指数的行业有农林牧渔、建筑建材、信息设备、公用事业、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综合。上游大宗商品类品种伴

随着期货价格的上涨而出现了反弹。 

指数企稳，但节前出于对长假期间不确定性的考虑，成交不够活跃。而假日期间外围股市普涨，大宗商品价格普涨，将解除

部分不确定性的担忧，而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银监会出台流动资金贷款和个人贷款新规，也延续了货币政策继续小幅收

紧的步调。 

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更为重要的是，依靠政府力量主导的投资与消费难以持续，地方政府对卖地收入的倚赖越来越大，

财税体系面临改革压力。要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一次分配体系的变革必不可少。 

今年以来，政府的调控步调屡屡超出许多经济学人的意料，显现出管理层的智慧和执行能力，也增加了对于经济顺利转型的

信心。我们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相信多年以后人们仍会研究分析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专栏——投资与人生 

投资似如人生，没有那个决定会一定好、一直好。学习重要，但今天的《阿凡达》似乎更加美好，还有明天的《达凡阿》在

等着。有的人可以选择一直在海边打鱼，享受阳光、沙滩及无尽的闲暇；而有人则选择奔波、辛苦、开动脑筋、服务客户，而最

终目的也只是为了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可以享受阳光、沙滩、及难得的闲暇。同样的追求却可以选完全不同的道路。 

投资亦不似人生，虽然体验都改变着每一个人。从人性上看，无论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恶论”，最终，经过多年的

磨练滞后，人都走向了“成熟”与“善恶相间”，儿童、少年、青年、老年的决策行为都有其共性，就是人生体验后的共性。而投资

虽然都有无知、略知、熟知的变化，而结果却会大相径庭。有些人成为“老股民”，自诩精通投资经，每日关注、进出，而战胜市

场者似乎并不是多数；有些人成为“避投资不谈”者，虽曾涉及，却终对市场恐惧，避之不及；还有些成为“幸福基金投资人”，一

点点关注，终于获得超过市场的回报。经历相似，结果却难以找到重合之处。 

投资与人生全然不同。人生幸福更多的由个人感受而成。开上小车，有人倍感幸福，终于成为有车一族，有人愤愤，路堵、

费高，买了车却还不如乘地铁。在人生中，幸福的感受只是源于每个人的体验积累，与财富的关联远没有想象的为高。投资却不

同，虽然每个人都在做着似乎理性的决定，但投资终是有衡量准则的，那就是未来的财富数据。虽然频繁的获利交易让投资人倍

感投资乐趣与成就，但长期下来，牛市频繁交易与熊市一拿到底的实际行为，最终使投资者获利少甚多，一旦过去，市场时机一

去不回、时间亦无法再来。为了感到赚钱的乐趣，最终可能丧失了宝贵的盈利的机会。 

能够分辨出那些是理性的决策，那些是满足个人情绪的“娱乐性决策”吗？恐怕过于困难，因为决策就是感性的，如果没有必

要的环境约束、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处理、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能够处理，恐怕连理性到底是什么都难以区分出来，只知道

这种影响是情绪的影响，但情绪影响有多大，那些是理性分析的结论都找不出来，何况做出理性决策了。 

从投资人的角度，要想避免“娱乐性决策”引发的后果，就是一定要建立核心组合，按照规范的纪律进行投资：选择长期业绩

良好的产品、选择让自己信任的管理人、按季度观察、年度进行调整，至少以三年为周期进行回报的评估。如果想要增加获利的

机会，享受更多赚钱的乐趣、成就的感受，就构建一个外围组合，选择自己看重的产品、自己选择交易的时间与方法。外围组合

中的产品业绩一定会有超过核心组合中的产品业绩的时候，个人选择的交易时间与方法一定也会有比年度调整更优的概率，但不

要着急，面对不确定的市场，面对过去业绩不代表未来的基金产品，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一次、几次的成功都不能代表持续的成

功。如果投资人着急，可以把外围组合的比例做到 80％，核心组合只做 20％。投资到 3 年，整体计算下来，再看看那个收益更

高才能够说明那个更好。 

在外围组合的业绩思考中，一定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要把一个产品的阶段性成功思考时扩大化，而一定要从整个外围组合的

定期回报来看待收益问题；一个股票获利并不难，难的是每只都获利；一个时期的投资获利也不难，难的是总能获利；一个阶段

战胜市场并不难，难的是持续战胜市场。而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扩大自己的投资成功故事、回避投资的损失，这种让我们在相同状

态下有更好的幸福感知的状态，可以算是人类在恶劣环境中的进化成果。但当我们用这种状态来思考投资决策的获胜概率时，他

就是我们决策的敌人，因为它最终会让我们损失投资回报。 

投资会与人生愈发相伴相随，投资可以算是人生的一个特定环境：一切皆由自己决定。没有老板监督，没有父母管束，只是

随心、只是随意、只是随情。赚钱求一快乐，赔钱得一忘却，本就是皆由心生。 

如果没有未来的财务压力，投资就只是一场游戏，胜负皆可乐在其中、学在其中。可惜，投资是未来的生活基石，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所以，投资就必须理性，如果身在其中不能理性就只能采取主动隔离，如同海地的地震远不如汶川地震对我们的刺激，

更远不如对汶川人的刺激一样，物理的隔离使我们少了很多悲情，这也算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方式。为自己塑造情绪隔离的环境，

建立纪律，可能是理性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 

人生需要增加幸福的体验，而投资则要减少情绪的喧闹。这也是他们最难割舍、互相交融的现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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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净值一周表现 

银河数据 

 

基金名称 
基金 

代码 
数据类型 0208 0209 0210 0211 0212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366 0.5369 0.5429 0.5412 0.5470 

累计净值 2.0816 2.0819 2.0879 2.0862 2.092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1.8839 1.8912 1.9173 1.9237 1.9445 

累计净值 3.1189 3.1262 3.1523 3.1587 3.1795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1096 1.1096 1.1226 1.1239 1.1378 

累计净值 1.1096 1.1096 1.1226 1.1239 1.1378 

大摩强债 233005 

基金净值 -- -- -- -- 1.0085 

累计净值 -- -- -- -- 1.0085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3199 0.2884 0.2665 0.3121 0.3108 

七日年化 

收益率（%） 
5.0510 3.0190 3.0020 1.1460 1.1380 

基金 

简称 

过去 

一个月 

过去 

三个月 

今年 

以来 

过去 

一年 

过去 

两年 

过去三年 

（排序）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9.72% -1.83% -6.29% 6.40% -53.46% -23.46%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6.76% 2.49% -2.06% 40.85% 1.39% 83.78% 3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4.68% 7.39% 2.36%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0.65% -- 0.85% -- -- -- -- 

大摩货币 0.1697% 0.4193% 0.2310% 1.8530% 4.7060% 9.1390% 8 

        
注：2010 年 2 月 12 日银河净值增长率和过去三年排序的数据，大摩基础行业混合为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80%）

（共 45 只），大摩资源优选混合为混合偏股型基金（股票上限 95%）（共 37 只），大摩领先优势股票为标准股票型

基金（共 185 只），大摩强收益债券为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共 64 只），大摩货币为货币市场基金（A 级）（共

43 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