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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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公开发售中。 

市场点评 

房贷调控超预期引发系统风险，市场仍未改成长性投资偏好。美

股因高盛涉嫌交易诈骗及通用/谷歌业绩低于预期而出现 2 月以来

最大跌幅，国内宏观数据偏热及房贷厉政出台强化政策紧缩预期，

内外利空共同作用导致上周一大中小盘板块均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尽管管理层对于经济整体性复苏的不确定性持谨慎态度，但一季度

房市再次升温引发了对投机性购房的政策调控，短期来讲这种调控

措施对市场将形成负面冲击，更需要警惕的是，如果未来持续政策

调控则可能引发盈利增长预期的向下调整，从而导致整体市场估值

水平的下浮，因此，权重周期性行业仍然缺乏提振股价的动力。从

上周四政策消息面来看，一方面国务院强调下大力气落实 2020 年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15%的目标，另一方面工信部表示争

取 5 月份把淘汰落后产能的各项任务分解到各个省、区、市，经

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力度促使市场结构性行情特征仍难以改变。预计

二季度政策调控及资金面偏紧使市场加大震荡幅度，对未来经济调

整方向及政策支持的前瞻性把握将是中期获取超额收益的重要前

提，“精选个股”的投资策略则能更加显出优势。简言之，对于上

周市场波动，短期看是系统性风险的释放过程，中期看则是关注成

长性投资目标的“赚股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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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上周市场跌幅较大，上证综指和沪深 300 指数分别下跌了 4.69%和 4.96%，而中小板综指周涨幅 1.62%表现强劲。风格指

数方面，上周仅有小盘指数表现为上涨，大盘、绩优、低价和低市盈率股票跌幅居前。行业方面，医药生物以周涨幅 4.95%位

居行业涨幅第一，电子器件、农林牧渔、食品饮料和餐饮旅游等行业也表现为上涨，房地产周跌幅 10.53%位居行业跌幅之首，

黑色金属、金融服务、化工、交运设备及家用电器等行业跌幅在 5%以上。 

国际方面，黄金、原油、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美股也创出本轮反弹的新高，而国内 A 股指数却出现了较大幅度

调整，主要影响因素为中央为防止经济过热、抑制房地产价格泡沫所采取的一系列紧缩政策超出了市场预期。接下来是否会持续

出台更为严厉的调控政策需要进一步跟踪和观察。因此对于后市表现，由于存在众多的不确定因素，未来一段时间市场可能还会

维持震荡走势。在新兴产业振兴计划即将出台的政策背景下，我们将持续关注低碳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投资机

会，寻找具有卓越成长潜力的公司作为我们中长期投资目标。 

 

专栏——投资与人生（上） 

到一个分行做培训，讲的是投资在长期波动上行、短期不确定的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中的心理需求、决策心理、与以数据和

投资心理为基础的投资原则，在投资原则中，第一个就是长期投资。尽管长期投资从 2008 年起因市场的大幅下跌而受到诸多客

户的怀疑与指责，使 M 头、W 底等技术分析术语成为学员提问的常用词汇，甚而连银行的客户经理、基金公司的人员对长期投

资都难免说出来时心中惴惴，但无论是从资金的长期性、绩效评估的长期性，还是复利在长期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更包括波动

上行之下，长期投资一定能够化解损失的特殊作用，尤其是投资人的决策受到参照点与效用的影响，使其投资盈利时容易频繁交

易，无法获得市场上涨的回报，而亏损时一拿到底，陪着市场走一圈，最终连市场的回报都拿不到的现实，使长期投资应当列为

的投资原则中的首项。长期投资于证券市场市场，尤其在中国长期的数据远远战胜市场的股票基金，虽然不能让投资人天天赚钱，

但的确长期下来，一方面可以获得超过中国市场增长，也超过 GDP 增长 5 个点以上的回报，这对投资人的子女教育资金、自己

的养老金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增值，会让投资人在老年时的财富水平有极大的改善。 

在培训完后的交流中，一个曾经流行的做法被一位女士提了出来：如果长期投资如此重要，是否可以选一只股票，比如现在

的银行股，一直拿着，是否更好呢？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打动我的老太太持有可口可乐的故事，压箱底的可口可乐股票使老人成

为了投资的明星。如果一个不关注市场的老人都可以获得如此的惊喜，如果我们经过了认真的思考与精心的选择，是否就可以有

更大的概率选中这只“未来的可乐”呢。用可乐老太太的故事吸引客户热爱长期投资，可谓功效显著，那么这种方法是正确呢？还

是错误呢？ 

投资专业者与营销者的差别可能就在此处了。 

作为投资专业者，我们应当了解什么是大概率事件，并通过对大概率事件的生动描述来打动投资人，这种状况下对客户的打

动，首先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对投资者的打动。大概率事件是专业者研究出的成果，生动的描述与传播以让投资人认知并作为决策

依据是营销的价值。这样才应当算是投资专业人员与营销人员的统一。也许这种大概率事件是价值投资、也许这种大概率事件是

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甚而这种大概率事件是技术分析，其差别只是这样一种解决问题方法的难易不同。长期投资使用起来更为简

单，而其效果也还不错，所以算是一个简单、快速、聪明的投资策略，而技术分析则复杂很多，对使用者的理性要求较多，使很

多投资人在使用时难以逃离情绪投资的困扰，最终把一个有效的方法往往沦为自身情绪决策的解释而已。 

过于复杂的一种有效投资方法，由于其应用的难度，使其应用就已经是一个复杂、专业的事件，而多人的多种解释，又容易

使这种方式成为情绪决策时的不同解说，也就不能算是容易帮助投资人的简单、快速、聪明的决策策略了。但依然是种有效的决

策策略。 

公司动态 

 公司4月19日公告，自2010年4月20日起，增加中国农业银行代理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

金代码：163302）、摩根士丹利华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163303）、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233006）的销售业务。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中国农业银行自2010年4月20日起开通上述

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开通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货币市场基金的

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内容详见网站公告） 

 公司4月20日发布旗下基金（大摩领先、大摩资源、大摩基础、大摩货币、大摩强债）2010年第1季度报告。（具体内容

详见网站） 

 4月27日，大摩成长拟任基金经理何滨参加央视二套市场分析直播节目（深圳演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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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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9 0420 0421 0422 0423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600 0.5685 0.5850 0.5913 0.5856 

累计净值 2.1050 2.1135 2.1300 2.1363 2.1306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2.0468 2.0799 2.1336 2.1407 2.1360 

累计净值 3.2818 3.3149 3.3686 3.3757 3.3710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2097 1.2246 1.2536 1.2583 1.2464 

累计净值 1.2097 1.2246 1.2536 1.2583 1.2464 

大摩强债 233005 

基金净值 1.0210 1.0205 1.0250 1.0260 1.0265 

累计净值 1.0210 1.0205 1.0250 1.0260 1.0265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2428 0.2408 0.2488 0.2614 0.2977 

七日年化 

收益率（%） 
0.8790 0.8880 0.8900 0.8820 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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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2.83% 0.33% 15.18% -34.64% -36.09%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7.30% 7.28% 7.59% 48.12% 35.66% 56.28% 4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4.89% 8.66% 12.13%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0.51% 2.11% 2.65% -- -- -- -- 

大摩货币 0.1863% 0.5746% 0.6583% 1.8257% 4.6855% 9.0315% 9 

        
注：2010 年 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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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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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