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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聚焦 

 大摩华鑫“心灵基汤”活动持续进行中。（详

见：http://t.sina.com.cn/mshfunds） 

 大摩消费领航混合基金（233008）于11月4日

至12月1日在建行、招行、中行、农行、工行

等各大渠道全面发售。（详见www.msfunds.com.cn） 

市场点评 

货币政策由扩张转向中性 

国家信息中心 11 月 19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预计四季度我国

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将达到 3.8%，全年 CPI 涨幅略超 3%的

调控目标，仍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随之，央行在当日晚宣布再次

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距上次采

取该调控措施仅一周多的时间，如此急促地两次上调准备率对市场

的流动性预期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已是今年以来第五次全面上调准

备金率，如果加上此前央行差别上调准备金率，一些大型金融机构

的准备金率已达到 18.5%的历史新高，说明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在由

扩张转向中性。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近来国际市场担心爱尔兰可

能成为欧元区新一波债务危机的策源地，资金短期出现了回流美元

的迹象，从而使美元的贬值趋势得到了缓解，尽管爱尔兰危机的杀

伤力可能小于上次希腊危机，但大宗商品价格在大量获利了结盘的

压力下仍然出现了阶段性调整。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当原

有的流动性宽松局面发生反向变化时，有色、采掘等资源类行业也

因弹性大而在上周的市场表现中跌幅居前。 

尽管货币政策正在经历收紧的过程，但由于今年以来不断回落

的经济趋势尚未出现明确的见底回升，统计局公布的 10 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1%，比 9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因

此，未来央行是否会如市场预期的快速加息或是大幅加息仍需要进

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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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sina.com.cn/mshfunds
http://www.ms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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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上周市场弥漫在加息预期气氛中，上证综指和沪深 300 再次出现了较大的下跌，跌幅分别为 3.24%和 3.43%，中小板

和创业板分别上涨了 1.51%和 6.71%。行业方面，电子器件、信息设备和医药涨幅较大，采掘和有色金属跌幅高达 9%以上。

市场热点主要集中在移动支付、合同能源管理、物联网、IGBT 等。 

为了稳定物价，上周国务院出台了 16 项相关措施，目的在于加大农产品供给和降低流通成本，与此同时，央行周五再

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年内第 5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距离上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仅间隔了 9 天，是同

一月内的第二次上调，这种频率在准备金率调整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由此可见政府调控不断上升的通胀预期和流动性的决

心，因此国内货币条件将在未来几个月逐步回归常态。“通胀预期”和“热钱”将是管理层未来将要调控的两个重要方向，

后续相关宏观数据和政策的变化需要密切关注。在此市场环境下我们继续长期关注节能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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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谦虚之心学习证券市场的历史 
前不久人民日报发了篇文章，回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以谦虚之心学习历史的名言，其中提到了毛泽东的几句至理名

言：“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 “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文章还总结道，从历史中可以获取经验、智慧、启示和借鉴。 

掩卷沉思，由人及己。我们的量化研究工作，实际上就是在研究证券市场的历史。首先，量化投资小组搜集了大量的

历史数据，除了股票本身的行情数据，还包括公司财务数据、宏观经济数据、投资者统计数据，以及一切我们认为对证券

市场有着直接、间接影响的各项数据。量化投资小组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些历史数据展开：相关性研究，因子测算，

风险分析，等等。所有的经验、所有的规律，都来自历史。包括用蒙特卡洛模拟、未来情景分析，也都是先总结历史规律，

提炼出模型和参数，再使用于虚拟的未来。没有历史数据，数量化工作也无从开展。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了解历史，总结前人的经验，能够帮助打开自己的成功之门，毛泽东通读了“二十四史”，并

将其中的智慧成功地应用到了中国革命中。在股票投资中，多学习一点股票的历史，对指导投资也大有裨益。记得一位以

技术分析见长的投资界的老先生跟我讲过，他训练学生，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图。读股票行情 K 线图，一读就读 3000

幅。不但要读，而且要记，随机抽出一只股票，告诉他代码和时间，就能画出大致的 K 线图来。这位老先生认为，图记的

多了，规律也就被掌握了。技术分析尚且如此，量化研究则应更进一步。量化投资也读图，但读的不是 3000 幅，而是 3000

万幅；记图的不是人脑，而是通过编程模拟人工智能的电脑。我们相信，从海量的数据中，能够提炼出历史的智慧。 

“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毛泽东同志尊重历史，但从不拘泥于历史。量化研究认为“历史会重演，但不会

简单的重演”。量化研究从不认为证券走势的某一种状态必然演化为另一种状态，也不认为某一个条件必然导致另一个结果。

事实上，量化投资始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市场。在学术界，金融投资被归于复杂系统，以区别物理学上的简单系统。复杂

系统具有非线性、非平衡性、不可逆性、开放性、多层次性、动态性、自组织性、临界性、自相似性、统计性等多重鲜明

特点。研究量化投资，必须秉承开放的心态，多使用较新的学术成果和工具，系统的、科学的研究，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果。

所以说，量化研究并不等于守旧，恰恰相反，量化通常是和创新结合在一起的。 

“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量化投资是应用长期的历史逻辑规律来投资，讲究的也是长期

超额收益。我们从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中提炼出了长期选股指标方法，并用历史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即便是尚处于发

展初期的中国市场，价值投资都是可行的，能为投资者带来明显的超额收益。巴菲特的理念应该说是耳熟能详，但真正能

坚守价值投资理念的人却没有多少。关键原因就是人性存在永恒的弱点，一看到上涨就热血沸腾，一看到下跌就心慌意乱，

只要是人来操作的交易，就免不了受到人类情绪的干扰。怎么样避免情绪的缺陷呢？那就是历史。毛泽东同志在抗战的困

难时期，通过历史的经验教导我们，中国一定会胜利。巴菲特的投资理念是经过历史的检验的，量化投资也能经得起历史

的检验。量化投资帮助我们理清历史的主线和方向，持之以恒，定能获得合理的回报。 

量化投资，从学习证券市场的历史中走出来，也应当始终以谦虚之心，客观的、全面的、准确的、创新的，继续深入

发掘和领会证券市场的历史。 

（金融工程和风险控制部：量化投资小组） 

公司动态 

 公司11月16日发布旗下基金大摩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具体内容详见网站） 

 公司11月17日发布自2010年11月18日起，增加烟台银行为大摩消费混合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网站） 

 公司11月19日发布成立上海分公司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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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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1116 1117 1118 1119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771 0.5604 0.5460 0.5541 0.5689 

累计净值 2.1221 2.1054 2.0910 2.0991 2.1139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2.4621 2.3683 2.2886 2.1725 2.2141 

累计净值 3.6971 3.6033 3.5236 3.5455 3.5871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3803 1.3486 1.2987 1.3134 1.3585 

累计净值 1.3803 1.3486 1.2987 1.3134 1.3585 

大摩卓越

成长股票 
233007 

基金净值 1.1927 1.1495 1.1102 1.1196 1.1417 

累计净值 1.1927 1.1495 1.1102 1.1196 1.1417 

大摩强收

益债券 
233005 

基金净值 1.0770 1.0725 1.0666 1.0698 1.0772 

累计净值 1.1120 1.1075 1.1016 1.1048 1.1122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2798 0.2901 0.3727 0.3873 0.3649 

七日年化 

收益率（%） 
1.9810 0.9370 1.0000 1.0560 1.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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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 9.81% -2.54% -0.75% 38.49% -48.79%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1.10% 17.44% 18.68% 18.91% 109.12 % 19.22% 4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7.59% 16.60% 22.21% 25.13% -- -- -- 

大摩卓越

成长股票 
0.07% 12.37% 14.17%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1.55% 3.90% 11.28% -- -- -- -- 

大摩货币 0.1773% 0.4790% 1.7395% 1.9091% 4.2506% 7.2909% 16 

        

注：2010 年 1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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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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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只），大摩强收益债券为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共 68 只），大摩货币为货币市场

基金（A 级）（共 45 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