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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聚焦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基金已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完成基金分红权益登记，具体内容详见网站最

新公告。 

市场点评 

投资如垂钓 

众多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如同垂钓者不断地选择在河流中的不

同地段放饵钓鱼。虽然从长期看，河流的某些地方更容易钓到大鱼，

今年截止三季度末的市场特征是，赚钱效应让越来越多的人把鱼竿

挪到这里，但这种从众行为显然已不断降低了这些领域在某阶段产

生超额收益的概率，而相反本来没什么吸引力的垂钓点，因为钓鱼

人数的持续减少，获得相对收益的概率却在不断增加。上周的市场

表现说明了垂钓者正在重新审视自己在原来垂钓地点的选择，具体

来看，一方面在全球流动性泛滥及通胀预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有

色、采掘、金融服务等周期权重板块正在放量崛起，有色行业周涨

幅居首，达到 16。65%，采掘行业周涨幅亦达到 15.15%，而与此

同时，以医药生物、食品饮料、商业、旅游等消费类成长板块却逆

大盘连续下跌，其中医药生物、食品饮料行业周跌幅均超过 7%，

这次“二八”风格的切换看来是实实在在的，其背后的逻辑应该是

在国际流动性冲击下，在国内经济回落见底预期下，成长型板块高

估值水平与价值型板块低估值水平之间长时间背离后出现的估值

差异回归。投资者行为改变是在某一阶段投资于不同行业获取相对

正收益的概率，但并没有改变这些行业产生高成长性公司的环境差

异和经济本质，此时考验的是垂钓者的判断力、信念及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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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油价格近一年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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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上周 A 股市场在有色、采掘、金融等大盘股的带领下持续放量反弹，上证综指和沪深 300 涨幅分别为 8.44%和 9.28%，

而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下跌了 2.31%和 1.63%，风格转换较为明显。行业方面，有色、煤炭、金融等周期性行业涨幅居前，

医药、食品饮料、餐饮旅游、商业电子等上半年表现强劲的消费类行业出现了阶段性调整走势。 

市场出现这种风格转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宽松的流动

性致使美元持续下跌而大宗商品期货价格节节攀升，二是周期性行业的估值修复。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在今年底至明年

上半年见底回升，调控政策预期逐步趋稳，因而资源品价格和需求也有望进一步上升，周期类品种的投资性机会开始显现，

与此同时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草案将会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方式和政策的落脚点，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

分配结构等将会是重点调整方向，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扩大内需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因此，在关注流动性

和经济可能逐步见底回升推动的周期品投资机会的同时，还要持续关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育种、新能源新

材料、电动汽车、海洋工程以及消费和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行业的长期投资机会。 

 

专栏——如何把握科技股投资逻辑 

2009 下半年以来海内外的科技股都着实风光了一把，领涨各个市场，N 倍股遍地可见。可以预见 2009 年低谷点之后

的几年，半导体行业将迎来一个新的增长期，其中 2010 年的高增长势态基本确定，增速将有可能超过 30%。但是，由于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未来全球经济的担忧，目前不少分析师对电子行业未来的景气度也产生了一定的质疑。

另一方面，由于科技股普遍与大量技术细节、生僻名词相伴随，让很多人大呼难以看懂，再加上普遍市值偏小，走势飘忽

不定，风险性高，但正因为如此科技股往往能够取得超额收益，因此如何把握科技股的投资逻辑就变得异常关键。 

简单来讲，投资科技股必须把握三点逻辑： 

一、科技股特别是电子元器件行业高周期性特质 

一般来说，电子元器件行业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本次全球范围内的半导体及元器件的复苏首先来自于全球经济的复

苏，或者说补库存。从历史上来，全球电子元器件行业与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呈现高度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在 2000 年

后，体现的特别明显！其与电子元器件行业 2000 年缺乏革新性产品有密切的相关！如果未来有新的技术突破，半导体行

业与经济的相关性分析需要重新考虑。  

为什么半导体行业呈现高度的周期性？原因有五：1、通用性产品的需求跟随世界经济波动，而人们又往往容易在行业

景气的时候过度乐观，不景气的时候过度悲观；2、元器件投产周期长，以芯片制造为例时间长达 2 年以上；3、元器件行

业固定成本高额，变动成本相对较小；4、元器件很多都属于通用产品，竞争同质化；5、元器件行业技术阶跃现象明显。

特别是如芯片制造、TFT-LCD 面板制造、LED 行业非常明显，这些技术日新月异，技术上率先实现阶跃的企业往往在成本、

品质上有巨大的优势，往往借势倾销。 

二、新兴领域带动增长 

但是技术革新与应用是相互促进的，我们不能简单的仅仅从经济原因来分析半导体行业。如果把历史放更长会发现实

际上 2000 年前半导体行业的增长趋势更加迅猛，长期处于 15-20%之间，远高于全球 GDP 增速，且运行相对独立，这又

是为什么呢？主要来源于 80-90 年代当时的新产品 PC 的迅速推广，以及 90 年代后宽带及无线的发展等。 

另外半导体及元器件行业纷繁复杂，子行业众多，每个子行业的景气度和周期都不尽相同。新兴领域有着与大行业截

然不同的景气程度。2011 年有诸多领域可以看好：触摸屏行业可以看好；3D 也将快速增长，基数小增速快；微投技术、

OLED 前景无限广大，但依然不成熟，尚需时日；LED 行业一定会有长足的发展，需求依然十分的旺盛，但行业投资增长迅

猛增加了行业风险，但需要指出的是投资增加并不等于有效产能增长，2011 年不可对基本面过分悲观，但由于股票前期估

值过高，风险较高；策略应该转为精选技术实力上乘的芯片公司，以及选择偏下游的公司。 

三、国内电子行业国际竞争力提高明显: 

另一个可喜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我国电子元器件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不少优秀公司进入国际主流客户的供应链

体系，再加上日元大幅升值、成本、效率等原因导致国外竞争者的竞争力的下降，经过经济危机后，我国的电子元器件企

业均有长足的进步！ 

目前看来，电感行业的产能转移已经在进行之中，可以从近几年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下降或者增速放缓来验证，

比较 2010 年的供需数据认为未来将会有更大规模的产能转移。产能转移沿着日本--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沿海--中国内陆与东

南亚进行，需要注意的是箭头所指是既反映了技术的强弱也反映了时间的先后；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友好的招商

引资环境及 2007 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严格禁止落后生产能力转移流动的通知》对落后产能的限制，共同促成了中

高端产品产能向中国的转移。 

这三点投资逻辑是我们在投资科技股时必须注意的。目前科技股估值偏高，且投资者难以辨别真伪时常同涨同跌，但

长远来看，好坏公司一定会有分化明显，这更加加大了我们严格甄别的必要性。 

（投资管理部  谭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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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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452 0.5506 0.5535 0.5443 0.5448 

累计净值 2.0902 2.0956 2.0985 2.0893 2.0898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2.2442 2.2753 2.2908 2.2504 2.2626 

累计净值 3.4792 3.5103 3.5258 3.4854 3.4976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2432 1.2430 1.2415 1.2137 1.2086 

累计净值 1.2432 1.2430 1.2415 1.2137 1.2086 

大摩卓越

成长股票 
233007 

基金净值 1.0873 1.0995 1.1074 1.0950 1.1088 

累计净值 1.0873 1.0995 1.1074 1.0950 1.1088 

大摩强收

益债券 
233005 

基金净值 1.0945 1.0928 1.0937 1.0928 1.0575 

累计净值 1.0945 1.0928 1.0937 1.0928 1.0925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2413 0.3277 0.3308 0.3409 0.3382 

七日年化 

收益率（%） 
1.0160 1.0080 1.0020 1.0010 1.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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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12.19% -6.66% 4.57% 36.47% -56.99%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7.73% 21.33% 13.96% 30.46% 102.23% -1.03% 7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1.07% 14.54% 8.73% 20.15% -- -- -- 

大摩卓越

成长股票 
8.00% 12.44% 10.88%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0.15% 4.66% 9.25% -- -- -- -- 

大摩货币 0.1054% 0.5279% 1.5281% 1.8171% 4.4051% 7.7611% 15 

        

注：2010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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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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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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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