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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点评 

加息不改结构性震荡上行格局 

上周上证综指屡次冲击 3000 点大关，但因消息面的央行意外

加息以及技术面的短期超买，出现了高位震荡，周涨幅为 0.13%。

我们认为加息的根本目的是防范通胀目的和资产价格泡沫。从国际

的角度看，加息有助于预防输入性通胀。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二次

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明显的上涨，在此

背景下，资源品价格的上涨有可能传入中国。通过加息向市场释放

出降低对资源品需求的信号，进而达到降低资源品价格的目的。同

时，大宗商品价格的走低，势必引起避险资金流向美元，推动美元

价格的回升，从而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国内的角度看，加息

是通胀预期管理的体现。今年下半年以来，通胀压力明显上升，在

从量回笼流动性政策实施后，价格政策的推出，显示管理层控制通

胀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加息本身也显示管理层对当前基本环境的

认可，不担心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最新出炉的 9 月及三季度

宏观数据也反映了经济回落的趋势正在减缓。总体来看，未来进一

步加息需要观察通胀整体表现情况，加息是管理对动用价格政策的

试探动作，短期内资本市场出现震荡不影响未来行情的基本格局。

另外，上周引人瞩目的十二五规划制定意见稿出台，管理层再次强

调了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预

计新兴产业及大消费领域的未来成长机会将在未来几年持续得到

市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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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市场维持高位震荡，上证综指和沪深 300 涨幅分别为 0.13%和 1.53%，而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上涨了 4.73%

和 7.23%，市场风格有所转变，新兴产业表现抢眼。行业方面，交运设备、信息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家用电器、

食品饮料、生物医药等行业涨幅居前，房地产、钢铁、金融、化工行业出现了调整走势，前期涨幅较大的煤炭、有色金属

行业仍维持高位震荡格局，投资者对其热情不减。市场热点主要集中在稀土永磁、新能源汽车、核电等与“十二五”战略

新兴产业相关的行业。 

影响上周市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央行的意外加息，二是美元的超跌反弹，三是国内宏观经济数据的公

布。从刚刚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看，经济增长超预期，CPI 继续创新高，通胀压力较大，流动性较为宽松，虽然外需增长

有所减弱，但是内需增长继续上升，因此总体判断经济触底态势较为明显。对于加息我们的理解是在宏观经济逐步触底回

升的背景下，加息意在调控通胀预期、强化房地产调控以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否开始进入加息周期则需进一步观

察。与此同时，受国内加息的影响美元出现反弹，而从美国经济的走势看弱势美元的格局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变。对于流动

性，由于这次加息市场对于国内货币政策转向有所预期，但是市场更为关注的是即将召开的 G20 会议，“汇率战”是否会

降温将会备受关注，需密切跟踪。市场方面除了关注周期品投资机会的同时，我们仍旧持续关注节能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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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投资：人类认识投资的必然趋势 

今年全球气候异常导致洪水、森林大火等灾害频发，科学家表示主要原因来自厄尔尼诺现象，即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

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很难想象我国上空的天气能和远在万里的海水温度有什么关系，由此我们不得不感叹人类对于气象

的认识已经如此深刻。远古时代先民们将下雨归功于水龙王等诸位神仙；而后人们开始观察四季更迭的规律，虽然不知道

原因是什么，但已经得出二十四节气以及“础润而雨”的经验总结，足以指导农业生产，创造出了文景、贞观、康乾等一

个又一个盛世；如今人们不仅认识到二十四个节气对应着赤道和黄道之间的二十四个角度，而且还探索出天气与温度、湿

度、气压、洋流等众多因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得天气预测这一古人认为只有诸葛亮般的 “神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变成了一门科学。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懵懂到经验总结再到科学揭秘的过程，投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早在两个世纪以前，荷兰人成立东印度公司向市民公开发售股票，东印度公司的业务就是开辟海上航线，征服沿途的

国家和民族，带回掠夺来的金银财宝。在那个充满着未知的年代，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更像是一场赌博，可能只能在诸

神面前祷告，希望航海家不要迷路、殖民战争取得胜利、装满财宝的船队不要遇到西班牙军舰或海怪„„。而仅仅在 200

年后的今天，投资者已经发展出基本分析、技术分析、套利分析、趋势追踪、对冲交易、中性理财等投资方法，投资者运

用各种方法寻找着影响资产价格的各种因素和规律，并在分析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运用量化分析方法，借助数学、几何学、

物理学、心理学、仿生学来解释资产价格的变化，量化投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人们对科学投资进行的探索过程。 

早在 19 世纪初威廉·江恩运用古老的数学、几何学甚至星象学进行投资，创造了 25 个交易日里盈利 10 倍的奇迹，

至今还有众多的追随者。理查德·唐奇安在 1930 年代开发了一套趋势追踪的期货投资策略，因此被称为趋势追踪之父。

艾迪·塞柯塔在 1970 年代利用计算机技术开创了程序化交易的先河，也为以后的量化投资建立了基本的实施框架。 

早期的量化投资主要从经验总结中汲取营养，与此同时人们已经开始为投资建立科学理论的探索旅程，从而诞生了现

代金融理论，或者说现代金融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的量化分析基础之上的。1952 年，马克维茨将投资收益与风险明确为具体

的数学概念，通过数学方法合理配置资产，使得投资组合达到收益最大化而风险最小化，掀起了“华尔街第一次革命”。在

此基础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模型旨在将股票收益与宏观、基本面等多个因素建立量化联系，指导人们进行科

学投资。尤其是套利定价模型（多因素模型）已经被诸如摩根士丹利、巴克莱、高盛等顶尖投行所采用，目前也是量化基

金运用最为广泛的量化投资策略。 

1973 年，期权定价模型问世使得期权投资具备了精良的武器，成就了“华尔街第二次革命”。在期权定价模型及其后

续研究的支持下，全球的期权和结构性产品市场取得了蓬勃的发展，该模型也成为人类历史上使用最频繁的数学公式。 

人们已经从早期的经验总结走向了科学揭秘，然而科学揭秘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80 年代以后，人们发现市场存

在着很多当时科学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使得人们对原先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对于异像的研究成就了行为金融的创立，行

为金融的研究发现人类总是以一贯的态度偏离理性。通过对投资者的非理性建立模型，并以此发展出了动量投资、反转投

资、小盘股策略等投资策略。目前，这些策略也被大量使用，广泛程度仅次于多因素模型。 

90 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混沌理论的发展，人们开始从貌似随机杂乱的股价变动中寻找隐藏其中的确定性机

制，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对股价进行预测。例如神经网络模型通过计算机技术模拟人脑神经元处理信息到最终做出决策的

过程，通过大量案例数据的训练，总结做出正确决策的规律，从而在未来的投资过程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从古老的几何学到简单的数学，从概率理论到布朗运动，从微分方程到数值方法，从心理学理论到人工智能等等，量

化投资至少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期间涌现了众多的理论泰斗和投资界奇才，也不乏失败的故事与巨星的陨落。人类时常非

理性，而人类又时常理性地认识到自己的非理性，量化投资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暗淡如同人类自己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

相互交织，但永恒的是量化投资在不断前进，人们对投资的认识越来越科学，量化方法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投资当中。 

（金工与风控部  张靖 ） 

 

 

 

http://wiki.mbalib.com/wiki/%E8%B5%84%E6%9C%AC%E8%B5%84%E4%BA%A7%E5%AE%9A%E4%BB%B7%E6%A8%A1%E5%9E%8B
http://wiki.mbalib.com/wiki/APT%E6%A8%A1%E5%9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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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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348 0.5485 0.5525 0.5611 0.5708 

累计净值 2.0798 2.0935 2.0975 2.1061 2.1158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2.2167 2.2698 2.2964 2.3150 2.3306 

累计净值 3.4517 3.5048 3.5314 3.5500 3.5656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1888 1.2274 1.2402 1.2478 1.2627 

累计净值 1.1888 1.2274 1.2402 1.2478 1.2627 

大摩卓越

成长股票 
233007 

基金净值 1.0952 1.1248 1.1381 1.1351 1.1409 

累计净值 1.0952 1.1248 1.1381 1.1351 1.1409 

大摩强收

益债券 
233005 

基金净值 1.0585 1.0612 1.0573 1.0580 1.0608 

累计净值 1.0935 1.0962 1.0923 1.0930 1.0958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3401 0.3197 0.7763 0.3499 0.7616 

七日年化 

收益率（%） 
1.2270 1.2230 1.4550 1.4600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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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13.77% -2.21% 6.65% 42.56% -52.67%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11.59% 21.53% 17.39% 30.05% 108.24 % 6.23% 6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4.37% 15.14% 13.59% 24.01% -- -- -- 

大摩卓越

成长股票 
12.23% 14.40% 14.09%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0.67% 4.10% 9.59% -- -- -- -- 

大摩货币 0.1266% 0.4980% 1.5606% 1.8323% 4.3932% 7.6687% 15 

        

注：2010 年 10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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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