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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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行等代销机构公开发售中，募集

期为 4 月 8 日至 5 月 14 日。 

市场点评 

中小盘补跌加速系统风险释放，紧缩环境中更看重成长确定性。 

以中证 200 指数和中证 500 指数为代表的中小市值板块在上

周继大盘股之后同样出现了大幅补跌，这说明短期系统性风险释放

的速度在加快，市场整体重心在政策紧缩环境中逐渐开始下移，原

有依靠乐观预期支撑下的高估值领域内部也将出现分化，仅依靠短

期题材炒作的投机风险值得警惕，唯有符合或超出预期的盈利增长

才是获得市场中长期认可的根本。刚刚收官的上市公司 2009 年年

报业绩整体回暖，净利润首次突破万亿元，同比增长 25.23%。 

2010 年一季报的表现继续向好，同比增长 63.53%，环比增长

23.46%。但上周公布的领先指标 4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达到 55.7%，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当前市场对宏观经

济偏热的担心仍在持续，在资产价格上涨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之

前较难缓解投资者的通胀预期，从而对紧缩性政策不断出台的顾虑

短期难以消除，这是压制整体市场表现的天花板。当前政策逐渐退

出的过程，将导致整体估值水平的阶段性回落，市场将更看重上市

公司业绩增长的兑现情况，以及对其未来成长确定性的理性判断。 

五一节假期间央行再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

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三次使用该数量型货币调控手段，目前仍有一

定的使用空间。本次存款准备金调整大约能冻结基础货币 3000 亿

元，从而较好地对冲短期央票到期的货币供应，总体而言本次调控

力度在市场预期之内。同时，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在不断强化政策

回归正常化的预期，预计未来收紧政策还有可能陆续出台，包括市

场原来预期的人民币升值及加息动作也都有可能渐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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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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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上周市场继续下跌，上证综指和沪深 300 指数分别下跌了 3.79%和 3.84%，中小板综指呈现补跌行情，周跌幅高达 8.8%。

风格指数均表现为下跌态势，活跃指数和小盘指数跌幅居前，低价、低市净率、大盘股指数跌幅较少，似乎呈现出风格转换的态

势，但能否持续有待进一步观察。行业方面，前期跌幅较大的金融、地产、黑色金属跌幅相对较少，纺织服装、餐饮旅游、轻工

制造等行业跌幅居前，幅度均超过了 10%。 

上周美股、原油高位震荡，有色金属出现调整态势，而黄金再次显现其避险功能呈现小幅攀升态势。国内 A 股指数继续出

现了较大幅度调整，除了前期房地产调控和政策收紧预期等因素继续起作用之外，投资者情绪也似乎也开始出现变化。尽管上市

公司 2009 年报和 2010 年一季报业绩不错，但市场仿佛无法再承受如此高的估值水平，不仅前期估值水平高高在上的中小板开

始大幅度不跌，就连具有防御功能的消费类行业和政策扶持的新兴产业也开始出现补跌走势，市场情绪开始变得惶惑不安。目前

市场出现了调整走势，未来收紧政策或许还会陆续出台，但是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低碳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中长

期投资机会。 

 

专栏——投资与人生（下） 

营销人员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对大众的传播，对大众而言，复杂的决策策略应用过于专业，面对繁复的分析与决策，在高投资

动机、分析复杂、高关联等多种因素影响下，最终的决策往往是情绪浸润模型下的决策，恐怕难以为没有足够的定力、训练、经

验、时间的投资大众所有效采用，最终只是部分职业投资者的有效决策工具，不是适用于大众的简单、快速、聪明的基金决策策

略。 

专业者在了解了大概率事件后，通过生动的描述将这种大概率事件予以推广，这样的工作可以算做是专业能力与营销能力的

统一，我们权且称之为“专业营销人员”。 

如果用“可乐老太太”的故事来吸引投资人对长期投资的关注呢？从成功的营销角度，这的确是非常好的创意，一个小故事，

吸引了众多人的思考与吸收，可谓成功的营销案例。而如果从投资专业的角度来看，就如同大猩猩也能战胜基金经理。在短期不

确定的市场中，什么事情都会发生，重要的不止是结果，还有其过程。就算如人们期望的结果发生了，也不意味着以后这种情况

依然是大概率事件、容易复制获利的事件。“可乐老太太”虽然成功的营销了长期投资，但错误的简化了投资人对一时的好企业与

持久的好股票之间关系。想想过去 15 年的好股票，从长虹、春兰，到海虹、乐凯，到汽车、到苏宁、茅台，每个时期都曾有过

好企业就是好股票的案例，而不仅这些好企业作为好股票有所变动，作为好企业也常常有变化，这既是中国高速发展下的机会，

也是高速变化中的风险。而这些都是专业资产管理者天天关注的，而个人恐怕力所难及的。这也是在中国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

专业资产管理者对投资人的难以替代的价值。 

这可能是投资与人生又一大不同，我们在传播人性的真、善、美时，我们可以用寓言、童话等各种夸张的手法，只要传达出

了真、善。美，人们也会对其表示理解与尊重，而厚黑学的相关内容，尽管读者甚多，却难以被人所认同，即便传播也是暗暗的。 

投资却不同，一个如中大奖般的小概率事件是吸引人的，而遵从结果又遵从方式的时候，却会由于概率的偏差而使投资人走

向小概率获胜的境地。在人生中，由于对真善美认知的统一，只要利于对真善美的传播，都是正向的，而面对不确定的市场，投

资人不止需要了解结果，更需要了解正确的过程，这样才能通过对正确假设、正确逻辑的理解，最终达到提高决策概率与获胜幅

度的目的。 

作为基金的营销人员，这就对专业的营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止要了解投资中简单、快速、聪明的决策策略，并以此为核

心进行生动的描述以让投资人知晓，还要了解那些复杂的投资策略，好引导投资人进行正确的解读与应用。同时，在传播中，还

必须把握这些简单、快速、聪明的决策策略的假设与推导，不可为了传播这些策略而有所偏误，哪怕这种偏误更能够吸引投资人。

最后，还要在此基础上能够推动投资人的决策。 

在迎合与引导中寻求统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正是专业营销人员的价值所在。 

公司动态 

 公司4月29日公告，自2010年5月4日起对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进行限制，即限制大额申购期间（2010年5月4日起至本公司取消限制大额申购业务）单个基金账户申购累计金额应

低于50万元。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业务期间，除大额申购外其它业务正常办理。本基金取消限制大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时

间将另行公告。（具体内容详见网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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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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6 0427 0428 0429 0430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849 0.5719 0.5693 0.5553 0.5441 

累计净值 2.1299 2.1169 2.1143 2.1003 2.0891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2.1237 2.0991 2.1081 2.0577 2.0346 

累计净值 3.3587 3.3341 3.3431 3.2927 3.2696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2370 1.2182 1.2144 1.1903 1.1737 

累计净值 1.2370 1.2182 1.2144 1.1903 1.1737 

大摩强债 233005 

基金净值 1.0274 1.0310 1.0306 1.0309 1.0331 

累计净值 1.0274 1.0310 1.0306 1.0309 1.0331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3064 0.3389 0.3426 0.3346 0.3190 

七日年化 

收益率（%） 
1.0240 1.0760 1.1250 1.1630 1.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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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1.64% -6.78% 5.47% -40.67% -41.74%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0.33% 5.83% 2.48% 38.21% 26.49% 45.58% 4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3.60% 3.51% 5.59%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1.25% 2.72% 3.31% -- -- -- -- 

大摩货币 0.1901% 0.5677% 0.6808% 1.8329% 4.6731% 8.9895% 9 

        
注：2010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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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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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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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