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第 299 期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视窗 

 

2010 年 5 月 31 日 

2010 年第 21 期（总第 299 期） 

基金视窗 

 

 

 

 

 

 

 

 

 

 

 

 

 

 

 

 

 

 

 

 

 

 

 

 

 

 

 

 

 

 

 

市场点评 

节能减排政策提升资源价值。 

回顾五月份市场行情的大幅震荡过程，既有对外围经济体不稳

定的过分担忧，又有对国内紧缩环境的悲观预期，但事物往往是在

正反两面间反复，当悲观到了极点也意味着新的转机出现，投资人

情绪的波动在中长期来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政府在推进经济结构

转型中体现的坚定决心和采取的强硬措施才是决定未来经济运行

格局的关键因素。跳出市场来看，五月份实际上是中央紧锣密鼓动

员和部署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关键月份，由于 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的出现造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仍有四分之一尚未完成，而剩

下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八个月，中央在五月初要求在月底前把减排任

务落实到各地区和企业，5 月 27 日工信部则正式下达了今年 18

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其中炼钢炼铁等 6 个重点行业

的淘汰任务大幅超过国务院要求。我们预计该铁腕措施的出台和执

行将导致两个层面的结果，其一是原有粗放型增长路径被改变，短

期经济增长率将面临较大的负面压力，其二是生产及消费领域的资

源要素价格将得到上调，从而使各方面更加珍惜资源，尤其是初级

产品，并加大对节能减排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研发投入。生产领域对

超能耗企业执行差别电价，消费领域中的水、热、气价都有存在上

调空间，各类资源价格改革显然正在提速，相关领域存在中长期的

投资机会。大摩资源优选基金正是看中了资源的稀缺性所带来的中

长期价值，一直聚焦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旅

游资源等投资领域，努力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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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上周大盘有所反弹，上证综指上涨 2.8%，深证成指上涨 2.81%，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94%。周边市场中受到欧洲主权债务

危机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股市普遍受挫，最终录得年内最大单月跌幅。纵观上周，建筑建材、地产、金融、有色等

权重股因前期跌幅较大，市场有修复的要求，进而带动股指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而前期市场热点医药、电子信息、商业零售则

表现相对平稳，同时市场整体交投并不活跃。经过前期密集的宏调政策出台后，上周相关的政策相对平静，市场对于政策压力的

担忧有所缓解。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多项国家产业政策的细则陆续出台对相关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和规划。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节能减排政策的进一步明确、险资放闸提高股票和偏股基金的配置比例等等，反应经济结构调整

的步伐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这些无疑对稳定市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由于市场担心企业利润增速下滑而在资本市场

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价格反应。因此，在经过前期快速下滑的阶段后，市场已经进入一个修复和再评估阶段，而此时市场表现将会

多以反复为主，但综合各项因素，我们维持目前是震荡筑底阶段的观点。 

 

专栏——政策向左、行情向右？ 

今年以来的债市呈现政策向左、行情向右的情景。从去年 10 月末开始，信用产品的跨年度行情在加息阴云的笼罩下，演绎

了一番轰轰烈烈的行情，并向其他券种延伸。债券市场的上涨主要是由于收益率已凸显配置价值，并叠加了宏观经济的强烈转向

预期。然而，快速回升的 CPI 让市场对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的预期进一步升温，此时的债市已出现回调的端倪，但随后的房地产调

控新政把债市重新推回了上涨通道。这种普涨格局的出现对于避险资金来说，无疑具有吸引力。 

宏观基本面、加息预期与资金面的博弈是决定债市的根基。利率的背后是经济，如果市场预期未来通胀走高，则债券资产吸

引力大大减低；如果市场预期未来通胀走低，则资金会流向债券资产。本轮债券市场的上涨与利率预期的直接关系并不大，推动

主因是市场流动性充裕下配置需求的释放，同时股票市场调整下资金的避险情绪上升导致向债市回流。此外，国际环境的不稳定

因素与国内推出的政策叠加，使得市场对经济前景开始悲观，增加了债券上涨的动力。目前来看，以上两点正向的推动力在未来

仍能持续，债券依然具备走强的基础。但我们更应清醒地意识到，未来宏观政策调整进入高度敏感期，货币政策相对前期继续从

紧的概率较大，资金面因素对债市的推动将会逐步减弱，未来主导债市的基础可能会向政策面转变。 

 这轮避险行情还能走多远呢？经过近期债市大幅上扬后，债市的风险在积累，而股票大幅下跌后风险得到释放，在这种背

景下债市的避险功能已经大幅弱化。最近关于滞胀的讨论又多了起来，原因可能跟最近超预期的事件有关。一是房地产政策超预

期严厉；二是希腊债务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变数增加；三是部分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前两者导致经济减速超预期，而后者导致

价格上涨超预期。预期差导致预期恶化，而市场的下跌反过来又强化了市场的悲观预期。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为避免

内外夹击的通胀困境，有必要短期内把国内的通胀预期加以有效控制。所以，避险因素虽会继续存在，但随着通胀压力的增加，

债市的避险功能会逐步弱化。今后通胀将逐步取代避险成为主导债市的主要因素。 

 地产调控紧箍咒加码之际，市场对货币政策走势出现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地产调控后，宏观调控基本到位，加息必要性减

小，后期宏观调控将放缓；另一种观点认为严厉的地产调控彰显了管理层调控的决心和力度，后续调控将继续。在股票市场，持

后一观点者居多，导致股市下跌。而在债券市场，持第一种观点人居多。从目前情况看，更多因素反映出来的是紧缩观察期而不

是政策放松期，持续的紧缩性货币政策预期依然存在。 

 未来加息的实现可能是触发债市收益反转的重要因素，尽管从现在看来加息预期短期是减弱的，但中长期看通胀仍是隐忧。发

达经济体并没有启动政策退出的迹象，这种延缓必然会加剧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近期欧洲 7500 亿欧元救助计划的推出和欧央

行入市购债会加剧全球流动性泛滥，给全球通胀增加压力。当前货币供应增速和信贷增速同比均在下降，但存款活期化的特征明

显，这是通胀预期增长的一个信号。在主要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均处于高水平的情况下，未来 PPI 向 CPI 传导涨价因素是必然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上涨的长期趋势还是比较明确的。我们应对潜伏的通胀有所警惕，债券的投资策略主要还在于规避利率风险。

因此，对于债券市场的投资，一方面是要将组合的久期缩短一些，另一方面是在信用债配置方面要关注某些行业的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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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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4 0525 0526 0527 0528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295 0.5285 0.5286 0.5345 0.5349 

累计净值 2.0745 2.0735 2.0736 2.0795 2.0799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1.9701 1.9635 1.9654 1.9960 2.0043 

累计净值 3.2051 3.1985 3.2004 3.2310 3.2393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1558 1.1469 1.1474 1.1610 1.1652 

累计净值 1.1558 1.1469 1.1474 1.1610 1.1652 

大摩强债 233005 

基金净值 1.0353 1.0357 1.0371 1.0388 1.0384 

累计净值 1.0353 1.0357 1.0371 1.0388 1.0384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3483 0.3534 0.3516 0.3908 0.4082 

七日年化 

收益率（%） 
1.2430 1.2570 1.2710 1.3050 1.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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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4.48% -8.36% -0.32% -42.94% -40.88%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1.49% 0.11% 0.95% 30.91% 31.33% 38.12% 4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0.72% -0.51% 4.82%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0.51% 2.56% 3.84% -- -- -- -- 

大摩货币 0.0956% 0.5034% 0.7765% 1.8032% 4.5431% 8.9330% 9 

        
注：2010 年 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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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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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