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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点评 

短期政策忧虑压制市场上行 

上周市场多空分歧依然较大，目前影响市场运行方向的主要因

素是市场对政策调控的忧虑。其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目前

调控政策执行到位情况仍然不理想，大多数二三线城市成交房屋中

多数是二次、三次置业，这说明二套房贷政策在大多数二三线城市

执行不到位。随着 8 月以来全国主要城市住宅销售的放量，住宅

价格回升的压力日益明显，截止 8 月末上海商品房住宅成交均价

连续三周价格上涨，而北京商品住宅八月均价环比亦上涨 10%，

这导致市场对政策进一步调控的预期不断升温，上周房地产板块以

-2.96%的幅度录得各行业中最大跌幅；其二，据商务部监测， 8

月 30 日至 9 月 5 日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市

场价格比前一周上涨 0.2%，这已是连续第 11 个周上涨。刚刚公

布的 8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3.5%，涨幅比 7 月份扩大 0.2 个百分点。

短期通胀风险依然成为困扰市场投资者的主要因素之一，央行行长

周小川上周关于“适当管理利差可调动银行积极性”的表态也一度

被市场解读为加息的前兆；其三，近日银监会继续强调银行系统性

风险隐患不容忽视，并讨论实施 2.5%的总贷款拨备率，这不仅对

使银行板块利润增速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将使市场对整体

资金面产生负面预期；其四，近期深圳交易所不断警示操作中小公

司的风险，打击投机之风并对投机资金进行监控的监管行为也不断

向市场传递调控信号，各种传言甚至一度造成市场恐慌。简言之，

在诸多政策忧虑的压制下，短期市场将继续保持震荡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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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上周 A 股市场冲高回落，整体表现较为胶着，上证、深证微涨 0.27%、0.92%，中小板上涨 0.64%，创业板下跌 0.75%，

风格转换迹象并不明显。受银行或执行更为严格的拨备政策及房地产调控预期影响，金融、房地产、家电等板块表现落后；

而钢铁、有色、化工受节电限产价格上涨影响，涨幅亦居前；医疗生物、食品饮料表现也相对较好。 

上周五，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三记重拳：500 亿美元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及扩建计划，1000 亿美元企业研发税收优惠计

划，以及一项总额 2000 亿美元的企业减税提议，并提出要为中产阶级减税。上述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能否与美联储近期

所坚持的宽松货币政策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美国经济摆脱增速放缓的困境，彻底摆脱金融危机的阴霾，市场将拭目以待。 

上周国内公布的 8 月份宏观数据让人看到了些许积极信号，进口数据反季节回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企稳回升；但

进出口总额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下滑，CPI 再创新高，使得未来经济的走势依然显得迷雾重重。房地产加强调控的呼

声再起，使得投资者的政策预期又出现了明显分化。 

八月底以来高耗能产业的节电限产，导致发电量增速出现下滑，同时部分地区大宗产品的供需结构出现变化，水泥、

电解铝及钢材价格上涨明显，政策导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市场后续表现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对政策的

预期。 

专栏——下跌与赔钱下的决策（下） 

从决策信息的环境上，20 倍市盈率总是围绕着悲观的各种信息。尽管 5000 点时，已经有了美国次债的报道，但过去

一年大赚其钱的亢奋心境，岂能被这小小的报道所转变，就是关注了一下也只是用眼一瞟而已，连眼底也许都没进。那些

分析师、评论家们也一样还在愉悦的心情下关注愉悦时应该关注的事情，并对这些大家都依然关注的事件进行评论、分析，

这样一方面容易得到粉丝们的追捧，另一方面也是人性在吸收信息时的―心境一致性效应‖的正常表现。于是乎，因为乐观

而吸收乐观的信息，再撰写出乐观者乐于关注的报告，就算有了次债，那也只是万绿丛中一点蓝，不仔细寻找，难以发现；

就是发现，也很难吸收；就是吸收了，也还是难以影响自己的整体判断。毕竟，这只是万绿丛中的一点蓝色，市场怎么会

是纯色呢，瑕不掩玉呢。所以，60 倍市盈率下的讨论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会更加史无前例的发展；20 倍市盈率下的讨论是

在中国 20 倍市盈率是不高了，但与美国相比，我们还是很高呢，这时我们往往会忽略美国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几倍的差距，

感受的是 20 倍市盈率继续下行的必然；20 倍市盈率时，虽然很多人认为是锅底，可又害怕那是平底锅，而渴望自己在转

折时再买入，又唯恐平底过长，而忽略这机会也许转瞬即逝的可能；20 倍市盈率下，我们还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再次质疑，

似乎已经忘了中国经济在过去 30 年间不断用事实回答着全球的经济学家的质疑声音。但这是痛苦的 20 倍，是 30 倍大跌

下来的 20 倍，是经济发展重心下移的认知背景下市盈率下降的结果，而一旦这种下降的认知成为了趋势，我们又如何能够

快速的改变自己的认知呢。因为悲观而进入 20 倍市盈率，也就加强了 20 倍市盈率的悲观环境，没有强力，恐怕是难以走

出的。 

从个人的决策上看，20 倍下的投资决策是每个人都在认真琢磨的。当每一次决策都带来盈利，我们不快乐是不可能的，

快乐之下，决策本就会被一个简单的信息所影响：也许是上一次客户经理推介的成功，让我们相信客户经理的能力，岂知

我们只是他 60%的成功故事中的那个受益者；也许是那个基金经理让我们获得了 20%的回报，岂知当期的基金平均回报都

在 20%以上；也许是报纸上一则新闻的推荐，岂知它每周都有推介；但无论如何，我们投资历史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会不

断的强化我们的自信，让这些帮我们成功的判断方法得以继续，让我们的决策变得简单。而 20 倍市盈率意味着过去一年的

投资是以失败延续到现在的。每一次投资意味着我们投资决策分析的不足，多次的投资赔钱对投资者的影响是对所有分析

方法的失去信任，投资者在更完善、更准确、更专业的投资方法上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了，更好的方法在哪里？这个新的能

够是吗？他还是没有带来完美的分析，他是否会带来再一次的失败。这些严谨性、细节性要求的加强，会让投资市场的不

确定性放大，决策在摇摆中摇摆，错过 20 倍真是非常正常的决策完美的追求结果。 

我们因为过去一年的痛苦，而把未来想象得更痛苦；我们还因为过去的决策赔了钱，从而让我们的决策更加谨慎；亲

历在痛苦中，我们也被这痛苦逐渐磨灭了赚钱快乐的记忆，仿佛投资只剩了痛苦。而市场持续下跌，周围的信息一定是悲

观的，悲观的经济数据、悲观的预期，就是政策似乎也只是为了挽救这种悲观而已。这就是熊市，利好也是利空——这样的

信息出来都没有上涨，可见下跌趋势更加难以阻挡呢。一切都是让我们不要进入，这就是 20 倍市盈率错过的秘密。 

20 倍市盈率的转折推动可能反而是简单的。 

当部分人因为理解价值而进入时，交易的清淡使那些不多的资金就转变了市场的信号，那些信号信奉者的加入，又会

强化这些信号，累累加加，让那些理解价值的人成为价值的受益者。 

当我们走出因赔钱而感到决策错误、投资挫折的感受境地；当我们走出让投资人赔钱后，面对投资人自感惭愧的境地；

当我们走出因自己的愉悦与悲伤而关注那些与我们心境一致的信息，能够阅读出文字中的情绪时；当我们走出因自己的决

策正确或错误就沾沾自喜或垂头丧气的过去决策的影响；当我们能够以自己对一手信息的逻辑解读，以自己对大的方向的

简单判断作为价值判断的指标时，我们才能够走出 20 倍市盈率的决策困境，在下一次机会来时，不再错过。 

（副总经理  秦红 ） 

公司动态 
 公司9月11日公告，因工作需要，本公司决定聘任陈晓先生担任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同意项志群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职务。（具体内容详见网

站最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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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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6 0907 0908 0909 0910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328 0.5346 0.5390 0.5328 0.5359 

累计净值 2.0778 2.0796 2.0840 2.0778 2.0809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2.0857 2.0946 2.1125 2.1009 2.1206 

累计净值 3.3207 3.3296 3.3475 3.3359 3.3556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2200 1.2202 1.2256 1.2188 1.2350 

累计净值 1.2200 1.2202 1.2256 1.2188 1.2350 

大摩卓越

成长股票 
233007 

基金净值 1.0526 1.0554 1.0610 1.0466 1.0549 

累计净值 1.0526 1.0554 1.0610 1.0466 1.0549 

大摩强收

益债券 
233005 

基金净值 1.0831 1.0836 1.0867 1.0855 1.0933 

累计净值 1.0831 1.0836 1.0867 1.0855 1.0933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3828 0.3504 0.3348 0.3128 4.9857 

七日年化 

收益率（%） 
1.4240 1.4130 1.3770 1.3390 3.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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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0.15% -8.19% 3.34% 9.39% -56.61%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6.32% 6.08% 6.81% 22.40% 82.62% -2.53% 5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6.24% 5.60% 11.10% -- -- -- -- 

大摩卓越

成长股票 
4.24% 5.08% 5.49%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2.51% 4.31% 9.33% -- -- -- -- 

大摩货币 0.1628% 0.5299% 1.3984% 1.7862% 4.4987% 8.6029% 8 

        

注：2010 年 9 月 10 日银河净值增长率和过去三年排序数据，大摩基础行业混合属于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80%）

（共 48 只），大摩资源优选混合为混合偏股型基金（股票上限 95%）（共 43 只），大摩领先优势股票和大摩卓越成长

股票为标准股票型基金（共 214 只），大摩强收益债券为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共 67 只），大摩货币为货币市场

基金（A 级）（共 45 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