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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点评 

在不确定性中继续前行 

上周是2010年交易的最后一周，上证综指纠结在半年线附近，

有色板块在国际金价再度走强、LME期铜价格创出历史新高的刺激

下表现抢眼，而之前似有翻身迹象的房地产板块则由强转弱，跌幅

居前。市场带着能否抗住代表牛熊分界的半年线的分歧，忐忑地进

入了2011年。回顾2010年的国内外经济，一季度全球主要经济体

强劲反弹，二、三季度显著回落，四季度温和上升，中国的经济变

化也大致如此，如果对照2010年初的预测，估计看对者不在多数。

如果让我们展望2011年，那么唯一可以确定的仍是未来的不确定

性。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或许外围主要经济体复苏的缓慢使

我们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仍保持谨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

中，“积极稳健，灵活审慎”的宏观政策定调意味着，政策方向在

2011年可能存在较大的变数，如果美国等经济体复苏速度超预期，

则国内政策会相对偏紧。从市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经济和政策之

间博弈过程是决定未来市场波动的核心因素，国内看通胀压力的变

化，国际看美元走势的演绎，因此，这里有必要强调的市场风险包

括两点：其一是低估通胀压力的风险；其二是高估美元弱势的风险。

最后，套用一句俗话，在新旧经济周期交替的过渡期，在“十二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机会和风险将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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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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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2010 年是复杂的一年，资本市场同样也是复杂多变的一年。回顾过去，我们发现 2010 年较比以往

各年而言是一个相对防御性的一年，观察全年各板块涨跌幅度，一些周期性相对偏弱的板块全年涨幅较大，如食品饮料、医药

生物、商业零售等，而部分周期性相对较强的的板块则出现超过 20%的年跌幅，如钢铁、房地产、银行等等。原因很多，如政

策调控的影响、流动新紧缩、业绩提升动力等等，但宏观而言，2010 年应当是一个经济从高位回落的一年，也就是经济周期下

行的一年，在此基础上，周期类个股出现较大的跌幅是理所当然，只不过中间波折较为复杂。展望 2011 年，同样思路，我们

分析判断，即使是各项政策回落到均值水平，也不会实质性地改变经济从谷底回升的基本情况，基于此项判断我们认为 2011

年资本市场还是震荡上行的行情，只不过过程相对变化较为复杂而已。总体而言，经济复苏的道路并不平坦，明年中国经济仍

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输入性通胀和货币政策紧缩的挑战，但是，我们认为短期的波动不会改变中长期复苏的步伐。在全年配置上

应偏重于周期性板块的个股，阶段性介入非周期性板块是一个较为合适投资策略。 

专栏：中国行业基金的发展前景 

行业基金是指以行业为投资导向的基金。行业基金的投资范围一般聚焦于某个行业，例如消费服务或公用事业等，或者相

关联的上下游行业。 

有些行业基金可能会跟踪行业指数，成为较严格的行业指数基金；有些基金则在关注的行业中，发挥基金经理精选个股的

能力，通过主动选股，争取长期超额收益，即普通行业基金。 由于行业基金集中投资于特定的行业公司股票，一般 80%以上

的股票资产投资于特定行业领域，因此行业基金的波动性一般高于整体市场的波动性，具有与所投资行业相一致的、确定的风

险收益特征，属于高风险高收益投资品种。 

行业基金是基金行业进入产品细分化趋势下的必然产物。 最早的基金一般是覆盖全市场的基金，比如成长基金、策略基金

等，但当此类产品达到一定的总规模，投资者就会要求基金有确定而且稳定的风险收益特征，因而就诞生了行业基金。 

美国的行业基金从 1980 年代初开始驶入快速轨道，当时美国已经历十余年的滞涨，为了挽救美国，当时的美联储采取战

略性的紧缩策略，提高市场利率，抑制通胀。也就是在这种高利率的背景之下，美国开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转型——从传

统工业为主导转变成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而股票市场也对应掀起了结构性行情。而此时的投资者，一部分偏好稳定发

展行业和稳定收益，则选择成熟的工业能源行业基金；另一部分则偏好高收益，选择更为积极的新兴行业基金，而经济结构的

转型和结构性行情，使得这两类投资者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截至 2010 年中，我国的基金资产规模已超过 21000 亿元人民币，基金总数超过 600 只，此行业规模与 1980 年代初的美

国基金业相似。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与美国当年类似的通胀、人口潮、经济转型等现实情况，寻找未来中长期增长确定和受益

社会转型的行业并设计对应的基金，也就成为了各基金公司的重要任务。 

行业基金设计起来看起来轻易易举，但实则很难。因为要找到未来中长期增长确定和能够更多的受益于经济增长的行业，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近 20 年的经济发展就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90 年代至 21 世纪前 3 年，基础建设行业是经济发

展的核心行业；2004 年宏观调控以后，出口行业和机械行业成为了核心行业；2006 年左右开始，金融房地产行业又成为了核

心发展行业；而金融危机之后，消费服务业成为了核心发展行业，基础建设行业几乎成了产能最过剩的行业。 

因此，如果基金公司发行行业基金的动机仅仅是针对对短期收益，而非长期的投资前景，就会出现非常大的市场风险。比

如当看到行业快速的发展，长期宏观趋势也支持这种增长，立即发行该行业的行业基金，但是此时大量资金已经在短期造富梦

的刺激下竞相涌入该领域，未来发展的预期已经反映在今天的股价中，资金的涌入使泡沫越吹越大直至破灭，此时行业基金就

成为了最危险的投资品。 

所以在设计行业基金时，就要考虑到这种情况。如果是周期性行业，对应的行业基金应该在行业毛利率最低谷时发行，从

投资规律的角度来讲，必然能够取得极大的收益；如果是非周期性行业，则要考虑需求是不是能够稳定持续。同时，在进行行

业基金设计时，不能仅仅投资与行业的终端，要注重行业产业链延伸，这样才能回避风险。 

         （规划发展部  王峰）    

公司动态 

 公司 2010 年 12 月 28 日发布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详见 www.msfunds.com.cn） 

 公司 2010 年 12 月 30 日发布旗下基金参与交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详见 www.msfunds.com.cn） 

 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布调整旗下基金在交通银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扣款起点金额的公告。 

     （详见www.msfunds.com.cn） 

 公司2010年12月31日发布旗下基金大摩卓越成长股票型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详见www.ms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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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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 1228 1229 1230 1231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662 0.5548 0.5632 0.5672 0.5785 

累计净值 2.1112 2.0998 2.1082 2.1122 2.1235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2.1482 2.1066 2.1350 2.1537 2.2111 

累计净值 3.5212 3.4796 3.5080 3.5267 3.5841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3081 1.2853 1.3175 1.3291 1.3558 

累计净值 1.3081 1.2853 1.3175 1.3291 1.3558 

大摩卓越

成长股票 
233007 

基金净值 1.0808 1.0606 1.0777 1.0847 1.1081 

累计净值 1.0808 1.0606 1.0777 1.0847 1.1081 

大摩强收

益债券 
233005 

基金净值 1.0631 1.0613 1.0639 1.0649 1.0683 

累计净值 1.0981 1.0963 1.0989 1.0999 1.1033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5993 0.5895 0.5393 0.5956 0.5926 

七日年化 

收益率（%） 
5.2140 4.2300 3.1650 3.1720 2.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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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 -0.89% -0.89% 37.80% -54.26%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0.26% 9.08% 18.51% 18.51% 109.47% 7.09% 6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0.65% 9.72% 21.97% 21.97% -- -- -- 

大摩卓越

成长股票 
-2.09% 6.02% 10.81%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0.30% 10.36% 10.36% -- -- -- -- 

大摩货币 0.2490% 0.6148% 2.1014% 2.1014% 3.9477% 7.0537% 17 

        

注：201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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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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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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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