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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聚焦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3007）已获证监会核准，将于 4 月 8 日公开发

售。 

市场点评 

3 月 PMI 数据强劲反弹，宏观调控担忧未敢放松。4 月 1 日公布的

3 月份 PMI 达 55.1%，比上月上升 3.1 个百分点，连续 13 个月稳

定在 50%以上，且过去 5 个月 PMI 持续高于 55%（2 月份受春节

因素干扰除外），显示经济热度依然高企，社会总需求旺盛，企业

扩张意愿攀升，通胀指标尤其是 PPI 上升的趋势十分明显，我们认

为二季度市场面临的宏观调控压力仍然很大，需要关注的关键时间

窗口在即将到来的一季度宏观数据披露之后。另外，近期房地产市

场明显回暖，需要警惕的是一线城市房价仍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甚

至出现了进一步上涨的苗头，这说明房价继续泡沫化的压力仍然较

大，因此资产价格高企也是宏观调控担忧未敢放松的原因之一。从

市场面来看，受股指期货即将推出的刺激，近期周期性权重板块的

表现有明显起色，上周采掘、有色、房地产涨幅居前，银行保险亦

可圈可点，这再次引起市场对大小盘风格切换的期待。我们认为尽

管当前周期性权重板块具有一定的低估值吸引力，但在短期宏观政

策调控趋紧，中长期经济结构面临转型的背景下，仍需谨慎看待上

述板块的波段机会。总体而言，经济与政策间的博弈在二季度将继

续演绎，A 股市场仍然处于震荡格局当中。 

 

 

上证综合指数今年以来走势图 

 

美元指数近一年走势图 

 

国际原油价格近一年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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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上周市场呈现震荡上行态势，成交量较上一周略有所放大。上证综指、沪深 300 以及中小板综指分别上涨了 3.21%、4.04%

和 4.08%。风格指数方面，除了新股依然表现强劲外，中高价股表现强于低价股，中高市盈率股表现好于低市盈率股。行业方

面，年初至今跌幅较大的采掘、有色、房地产等行业涨幅居前，食品饮料、农林牧渔、信息设备等行业涨幅落后。 

上周市场热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受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的影响，以煤炭、金融等为主的权重股表现不错；二是房地

产行业延续前期的反弹行情；三是行业景气度持续回升的电子行业表现强劲；四是主题投资仍旧活跃。对于市场预期的风格转换

问题，从上周市场的表现来看似乎还未出现明确的趋势性方向，尚需持续观察。下周即将公布一季度宏观数据，市场将进入敏感

期，现阶段宏观经济是否已经过热、前期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不是很理想接下来政府是否会出台相关的调控政策等等一系列敏感

性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跟踪，这也是市场对于二季度市场表现的看法表现出较大分歧的症结所在。此外，人民币升值以及通胀的问

题也是下一阶段市场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市场还会维持震荡的走势，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我们将

持续关注低碳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政策扶持领域的投资机会。 

 

专栏——投资与人生（下） 

在人生中，人们往往能够划分出现在的忙碌与未来幸福的关系，为了未来更好的生活而贡献，这种贡献也往往的确是对未来

正向的贡献，而幸福与忙碌的差异只是在如何体验现在的点点滴滴，与如何让自己享受而不是忍受现在的点点滴滴，改善现状或

对现状的感受，从而提高人生的幸福。 

而在基金投资中，投资人现实的忙碌并不增加对未来的贡献，这种忙碌只能被视为现状的痛苦与对未来的负向贡献，恐怕是

投资中的虚无主义，而不是投资中的忙碌者。 

投资中的幸福者，较大概率是那些较少关注，并且有合理参照点与策略的人，他们透过每日波动的幕幛，定期进行调整，关

注有价值的信息，对噪音进行主动性隔离，从投入的角度来看，他们在短期都是幸福的人。根据心理学家蒂姆·凯瑟的研究，时

间上的富裕比物质上的富裕，要能给人更多的幸福感。时间上的富裕，代表的是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追求对个人有意义的

事情，有更多的时间去反思，以及去享受快乐。幸福的投资人，从短期看，已经得到了时间上的富裕与享受生活的权利，而长期

看，这又是对他们未来的回报有更大贡献的选择，这时的幸福投资人比幸福的人更多了一个收益，就是近期的时间上的自由，而

我们努力一生往往追求的就是这种自由，这应当算是基金投资中过程中的意外收获。 

基金投资中的忙碌型是什么样子呢？ 

恐怕是那些一方面忍不住或被迫的关注着，承担着短期亏损、少赚、没能做到最佳决策的痛苦，而同时因为各种原因，并没

有能够随性投资，也许是时间忙碌、也许是客户经理的劝导，也许是基金公司的投资者教育，但总是没适当的克制了情绪的影响，

在痛苦的各种刺激中获得了还不错的回报。在人生中，忙碌是指忍受了当期的不悦，为未来而奔波，在投资生活中，痛苦型是指

忍受了当期的痛苦，但是获得了长期的回报。 

投资中的享受型是什么呢？ 

那是不管将来如何，当期以愉悦为重的投资者。诚然，作为财富拥有者，享受投资的愉悦，不管未来回报几何并没有问题，

毕竟，财富不应当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已有生活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增加自己的生活愉悦不妨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只是从

投资的角度上讲，毕竟是有投资回报这样一个标准，即便增加相应标准，也是增加风险、成本等因素。所以，如果为了自身成就

的感觉、社会需求等要素，没有得到市场的平均回报，或者说，没有得到不享受这种成就感而获得的基金投资回报，那么这种享

受成就感就是一种享受主义的做法，这样做最起码还得到了投资的成就感。 

投资中的虚无主义可能是投资中最可悲的状态了。 

在整个的投资体验中，投资人感到的是痛苦：亏损的痛苦、参照点漂移的痛苦、比较的痛苦，整日沉浸在对未来市场的焦虑

中。同时，因为这种痛苦情绪的影响，投资者采取各种投资策略，而各种策略下的决策，只是为投资人的情绪决策提供了理论依

据，最终难以获得市场回报，甚至是远远低于市场回报。在这种投资过程中，投资者追求更好的回报，而其决策策略决定了几乎

没有可能获胜的概率，同时，投资人焦虑、无奈、痛苦并行，投入时间、投入精力，得到痛苦与更少的投资结果，这种似好实恶

的状况一定不是投资人所希望的，但投资人身陷其中，难以自拔，形成了实质上的投资虚无型，恐怕这是最为可悲的投资状态了。  

投资与人生还是很大不同，在人生判断中，共识是多数的，只是我们难以克制自身的惰性，而在中国现实的投资中，共识都

尚未达成，只是凭借自己的感性判断而为所欲为，这可能也正是投资营销专业人员对社会能够有更大贡献之处。 

公司动态 

 公司4月2日公告，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募集已获证监会核准，并自2010年4月8日起至2010年5

月14日止，通过本公司的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网点公开发售。（具体内容详见网站最新公告） 

 公司3月31日发布旗下基金（大摩领先、大摩资源、大摩基础、大摩货币）2009年年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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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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9 0330 0331 0401 0402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597 0.5628 0.5668 0.5702 0.5700 

累计净值 2.1047 2.1078 2.1118 2.1152 2.115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2.0062 2.0069 2.0125 2.0320 2.0279 

累计净值 3.2412 3.2419 3.2475 3.2670 3.2629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1946 1.2030 1.2107 1.2230 1.2175 

累计净值 1.1946 1.2030 1.2107 1.2230 1.2175 

大摩强债 233005 

基金净值 1.0205 1.0204 1.0201 1.0211 1.0203 

累计净值 1.0205 1.0204 1.0201 1.0211 1.0203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2815 0.2602 0.2725 0.2326 0.2696 

七日年化 

收益率（%） 
4.3070 4.2710 0.9990 0.9820 0.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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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2.35% -2.35% 14.62% -34.80% -28.00%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2.54% 2.14% 2.14% 41.46% 35.36% 70.84% 4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4.56% 9.53% 9.53%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0.46% 2.03% 2.03% -- -- -- -- 

大摩货币 0.1971% 0.4907% 0.4907% 1.7083% 4.6776% 9.0857% 8 

        
注：2010 年 4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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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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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