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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点评 

 政策调控及信贷紧缩的预期将持续影响地产板块走势预期，板

块走强需要消化利空因素影响。中国银行在上周下发通知，将

首套房的优惠利率由 7 折升至 8.5 折，同时，据了解，中国银

行已经全面停止了与中介的二手房合作，中国银行也因此成为

了第一家开始正式严格收紧房贷的银行，根据我们的判断，虽

然 2009 年所创下的商品房交易量的历史新高，释放了目前大

量挤压的自住需求以及刚性需求。但整个房地产板块要一改前

期受到压抑的颓势，利空消息需要进一步释放。我们认为，中

国银行苛刻的房贷制度将给今年不确定的销售量雪上加霜，目

前可以追寻的投资标的将为围绕着全国各个区域热点来展开，

海南，安徽等前期市场热点的确给阴云笼罩下的房地产板块带

来一丝光亮，但就此来判断地产股出现拐点，目前来看还缺乏

充足的支持论据。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核心驱动力是由经济发展前景所主导的

人口因素对住宅的需求及土地供应稀缺性之间的矛盾；中期来

看，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典型的货币现象；短期来看，供需关系分

析仍适用于具有强烈金融属性的房地产，而影响投资决策的主要

波动因素是利率以及预期房价涨幅。但是，长远来看，房地产自

住需求包括因结婚、拆迁带来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预计未

来十年，来自于上述三个来源的潜在需要大约为 9 亿平米每年。

同时，基于历史经验，判断房价高低相对可取的指标是房价收入

比和月供收入比。但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房价的高低

与是否存在泡沫也不能一概而论，具体情况要结合当地经济情况

综合分析判断。  

 

 

 

 

 

上证综合指数近一个月走势 

 

深证成份指数近一个月走势 

 

国际原油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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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上周大盘本有触底回升的态势，但周五由于外围市场的影响，市场跳空低开，导致周线收阴。上证综指本周下跌 1.67%，

成交量仍处低位。跌幅远超过指数的行业有采掘、化工、黑色金属、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信息设备、信息服务，表现较强于

指数的行业有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共用事业、交通运输、房地产、金融服务、餐饮旅游、综合。周期类+前期涨幅大的板块跌

幅大，弱周期类+前期跌幅大的板块表现相对较好。 

指数继续下行向年线靠拢，恐慌情绪有进一步放大的趋势，只有一些稳定增长的内需型行业没有出现恐慌式下跌。现实中经

济仍向好发展，收紧的政策只是在回收过多的资金投放和防止盲目投资，依然看不到经济再次快速下滑寻底的驱动因素。而投资

者年初乐观预期落空后，情绪急剧跌落，又陷入了的悲观熊市的氛围，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了。 

胡锦涛总书记周三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八个“加快”，可见管理层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心，如果能够逐步实现经济

转型，其激发的需求与动力将非常巨大，完全可以替代外需和政府投资的推动力量。我们将深入研究转变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各自

特点，来指导投资。 

专栏——为基金定投―加码‖ 

定投最大的好处是省时省力与积累，也因此风靡一时。 

那么，如果有钱的话，应该如何投资基金呢？如果能够判断最佳时机，当然应当选择适合的时间来投。假如判断不了呢？是

定投合适，还是尽早一次性投资更好呢？ 

首先，定投与一次性投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通过对比 1997 年—2008 年定投上证综指与年初一次性投资的数据可以

发现，在这 12 年中，有 7 年出现了年初一次性投资回报好于定投回报，并且一次性回报率大于定投 20 个点以上的有 4 年。在

定投回报率比年初一次性投资好的年份中，除 2008 年相差较多外，其他年份的回报率差都在 10 个点以内。由于市场的整体特

点为波动上行，从概率上讲，一定是越早投资越好，只是应当考虑一下市场价值问题。 

其次，定投是对未来的收入进行预先的分配管理，一方面是计划理财以积累财富，同时，比起每个月去考虑投资的对象，定

投可以让自己的投资决策变得更有效率，一次决策多次实施。而最重要的，定投比起年终集中了财富再进行投资也会有更好的回

报。根据对基金指数定投情况的统计来看，2003 年—2008 年这 6 年间，虽然 2008 年出现了定投较大损失的情况，但其中 4 年

都是定投回报好于年底一次性投资回报。其中 2006 年、2007 年定投回报更是超过年底集中投资回报的 150％，整体而言，选

择定投进行投资的结果要好于年底集中投资。 

再者，定投可以降低成本的概念应该是在与定期定份投资进行比较后得到的。定期定额是固定的投资金额投资，价格高的时

候份数购买少，价格低的时候份数增加。除了定时定额，还可以选择定时定份，每月固定买一定份数。定时定额与投资人在投资

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涨时多买、跌时不买的现实正好相反，而定时定份与投资人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出的决策行为更为相近。以

2003 年到 2008 年对基金指数进行投资为例，可以发现定时定额与定时定份比较，持续表现出了其摊薄成本的优势，因为此优

势带给了投资人更好的回报。 

那么，什么样的股市环境才适合做基金定投呢？是股市低迷时利于进行定投？还是快速上涨的时候适合做定投呢？ 

证券市场的特征是波动上行，长期偏离价值区间之后，会调整到价值区间附近，上涨多了会下跌，下跌一段还会上涨。从定

投的特征来看，因为定投是每月投入相对固定的资金，且投入的时间相对较长，所以如果希望定投的回报好，就应当希望股市能

够有较长的时间在底部徘徊，这样，每月的投入才能得到较多的低价筹码，为以后的上涨积累出足够的份额，等到股市上涨时就

会有相对丰厚的回报。反之，如果一开始定投时股市就开始大幅上涨，短时间看能够快速获利，但股市一旦下调，高位拿到的筹

码就成为亏损的来源了。所以，从定投的特征与证券市场的特征来分析，股市持续低迷是定投的适宜时机，而快速上涨时去做定

投，则很可能会为投资回报带来不确定的因素。 

现阶段，很多人因为看不清股市未来的走势而停止了定投的投资，这就丧失了定投的最佳时机。从理论上而言，在看不清股

市未来走势的低迷期间，正是投资者通过定投积累财富底子的最好时期。 

此外，在证券市场上，大部分市场销售人员都以―时机选择的好工具‖来作为定投的卖点，这在牛市时期起到了推动投资者决

策的作用，但也误导了投资者，或者说形成了一个投资的陷阱。当股市低迷时投资者以投资时机来衡量定投时，发现并不是当时

所希望的结果，而逐渐远离了定投，这也算是对市场销售人员的―回报‖吧。 

作为理财的一种投资工具，定投是帮助人们有效计划投资与克服情绪影响的有效方法，过于强调它分散市场风险的特征是对

定投的一个小小的误导，但这种特征描述又符合了部分投资者的决策需求，也算是功过两清。 希望投资者能够在真实理解定投

的基础上，按照―投资时钟‖调整基金定投策略，尽早投资、纪律投资，尤其是在证券市场相对低迷、不确定以及复苏期时给基金

定投―加码‖，成为多年之后的财富拥有者。  

公司动态 

 公司 2 月 8 日公告，决定在―春节‖假期前三个工作日（2010 年 2 月 10 日、2 月 11 日、2 月 12 日）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购

业务（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和转换转入业务。2010 年 2 月 22 日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转换转入

业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http://fund.jrj.com.cn/
http://summary.jrj.com.cn/hqstat/hqstat.shtml
http://finance.jrj.com.cn/
http://money.jrj.com.cn/
http://fund.jrj.com.cn/
http://focus.jrj.com.cn/jjdt.html
http://money.jrj.com.cn/
http://focus.jrj.com.cn/jjd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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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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 0202 0203 0204 0205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456 0.5416 0.5472 0.5487 0.5378 

累计净值 2.0906 2.0866 2.0922 2.0937 2.0828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1.9079 1.8910 1.9100 1.9176 1.8859 

累计净值 3.1429 3.1260 3.1450 3.1526 3.1209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1254 1.1209 1.1187 1.1211 1.1100 

累计净值 1.1254 1.1209 1.1187 1.1211 1.1100 

大摩强债 233005 

基金净值 -- -- -- -- 1.0071 

累计净值 -- -- -- -- 1.0071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3063 4.1842 0.2987 3.8715 0.3276 

七日年化 

收益率（%） 
1.5280 3.5460 3.5190 4.9960 5.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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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 -1.83% -7.86% 10.11% -54.37% -17.66%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5.28% 1.90% -5.01% 47.06% -2.34% 98.67% 3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1.21% 7.04% -0.14%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0.72% -- 0.71% -- -- -- -- 

大摩货币 0.1883% 0.4294% 0.2092% 1.8518% 4.7385% 9.1760% 8 

        
注：2010 年 2 月 5 日银河净值增长率和过去三年排序的数据，大摩基础行业混合为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上限 80%）

（共 45 只），大摩资源优选混合为混合偏股型基金（股票上限 95%）（共 36 只），大摩领先优势股票为标准股票型

基金（共 183 只），大摩强收益债券为普通债券型基金（一级）（共 64 只），大摩货币为货币市场基金（A 级）（共

43 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