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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点评 

货币回笼节奏加快，流动性收紧趋势依然未改 

上周（3 月 14 日-3 月 20 日）央行加快了从公开市场回笼资金的

节奏，共发行 3 个月期央票 1300 亿元、1 年期央票 1100 亿元、

28 天正回购数量 830 亿元、91 天正回购数量 800 亿元，一周累

计回笼资金 4030 亿元、净回笼资金 2130 亿元，两者均达到 08

年 3 月 16 日以来最高值。其中，上周周回笼资金量在历史上仅次

于 08 年 1 月 7 日-13 日和 3 月 3 日-16 日的三周。数据显示，今

年 3、4 两月共有到期央票 3 月期 5560 亿，1 年期 4460 亿元，

合计逾 10000 亿元，到期央票如果未及时回笼，是放到市场当中，

无疑会给通胀预期管理的宏调政策带来压力，但是关键问题是通过

什么方式来回笼货币：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等都

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每一种方式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

这就需要管理层如何权衡利弊，平衡通胀预期管理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但无论怎样，流动性收紧的格局依然未改。本次央行公开

市场操作透露出以下几个信息： 

1）体现出回收流动性的坚定性。2 月 M1、M2 同比增速分别为

34.99%、25.52%，虽然较 1 月两个数据有所下降，但依然处于较

高水平，这样势必会在短期内对控制货币供给增速造成了一定的压

力；本周票据和正回购到期合计 1900 亿元，4 月底前即将到期的

票据和正回购尚有 8000 亿元左右，票据和正回购到期造成的货币

被动投放也加大了货币回笼的需求。 

2）释放信号，管理通胀预期。2 月宏观经济数据和金融统计数据

表明，实际利率再次转为负值，这回进一步加强市场对通胀的预期。

在这种情形下，通过加大货币政策执行力度释放明确的调控信号、

管理通胀预期是当务之急。在各种量化调控政策中，公开市场操作

能够向市场传递比较明确的信号，相比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更为灵

活，且目前 3 个月期央票、28 天及 91 天正回购利率均低于法定

准备金利率，因而公开市场操作在执行的成本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3）调节信贷发放节奏。1、2 月累计新增贷款达到 2.09 亿元，为

达成信贷发放在季度间均衡分布的目标，短期内必将继续控制信贷

发放。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有效地调节银行可贷头寸，

亦是可选工具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主要还是从“量”

上来操作，如上调存款准备金、央票发行、回购等等。但随着宏观

经济的变化，特别是反映通胀水平的 CPI 的连续走高，“价”的变

化就有可能附上操作日程。加息的动作虽然谨慎，但市场应当开始

做好预期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加息周期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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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上周市场小幅震荡上行，成交量仍维持低位。中小板表现抢眼涨幅 3.33%，上证综指上涨了 1.80%，沪深 300 上涨了 1.88%。

行业方面，电子元器件、房地产、综合、信息设备等行业涨幅居前，黑色金属、食品饮料、金融服务、采掘、交运设备等行业表

现较弱。 

上周二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了利率决定会议，会议决定利率维持不变，受此影响，美元走弱、大宗商品价格走高，

美股创出了年内新高。而周五受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加剧和印度央行意外加息的影响，美元再度强劲走强，大宗商品价格及美股遭

到重挫。 

国内方面，受加息预期减弱的影响，A 市场呈现小幅攀升的格局，但是市场成交量没有放大，显示场外资金仍以观望为主。

而周五印度央行的意外加息和美股重挫对 A 股市场将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国内外纷繁复杂的不确定因素影响下，

我们将持续关注低碳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政策扶持领域的投资机会。此外，随着融资融券业务的推出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

影响，相关行业也会成为阶段性热点。 

 

专栏——从投资者教育中获益 

在一个商业社会，一件事情，没有利益恐怕难以持久做下去。投资者教育也是一样，如果相关者不能从投资者教育中获益，

这件事情就只能是嘴边之物了。而这利益何在呢？ 

对投资者教育的研究是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的重要价值贡献。基金投资人，把自己的资金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投资于

没有确定性的市场，另一方面是投资于没有业绩保证的基金公司的管理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持续良好的业绩以外，能够让

投资人坚持下来的，就是基于对基金公司的信任了。良好的业绩常常会是一个虚无的词汇，也许是 5 年的良好、也许是 3 年的

良好，但很难是短期、持续的良好，在这样不确定的业绩下，投资人对基金公司的信任还能来自于哪里呢？当然可以来自于公司

的治理、公司的投研团队、公司的风险控制等等、等等，但这些都需要有人来传播，都需要让投资人有感受，感受强的东西，才

能带来更深切的理解与记忆。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对传播者的信任，是相信其传播内容的起点。要形成受众对传播者的信任，

投资者教育者所带给投资人的中立权威的感受，就是构成这种信任的有效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基金公司在虽以营销为目的，

却依然在投资者教育领域投入了大量心血。 

从受益者的角度来看，只有基金公司才有动力做投资者教育，那么做好投资者教育的利益有多大呢？ 

做好投资者教育，会让基金的持有人更加理性。这种理性会是以长期投资、价值选择、资产配置为基础，这样的持有人会降

低基金中的客户资金进出的流动性成本，让基金经理可以专心的以控制市场风险、追求投资回报为核心，更好的获得市场回报，

所以，从基金的投资业绩角度，投资者教育是有价值的。 

从基金公司品牌建立的角度，投资者教育有可能成为基金公司品牌差异的重要来源。品牌是客户对公司的认知，在这种认知

建立过程中，与客户的关系及对客户的价值是构成品牌的两个重要因素，投资者教育做得好会加深与客户关系的覆盖范围，把自

身的投资业绩与客户获得的收益相结合增加了与客户关系的范围，同时也提高了对客户的价值。 

从营销的角度，投资者教育的直接贡献会更加明显。面对不确定的市场、不确定的业绩、不确定的未来，投资人的决策是极

难做出的。面对自己从兜里拿出来的资金，面对未来子女学费、养老金的需求，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对所有相关的信息进行考虑后

才做出的反应。但是，证券市场的形势是如此复杂，时间如此紧迫、干扰如此强烈、情感如此冲动、头脑变得如此疲惫，投资者

怎么可能理性运作。事情的确重要，投资人却只能选择捷径：希望出谋划策的人做周密、透彻的分析，通过“依赖专家”的捷径得

到有效的结果。而投资者教育的水平就是专家水准的重要衡量标尺之一。没有较高的投资者教育水平，对客户的专业影响就仅限

于投研部门和公司，而不是营销队伍，有了较高的投资者教育水平，营销队伍就建立了自身的专业形象，成为针对投资者的专业

人员。只有当事者是有专业形象的，其代表的公司才是有持久、深入的专业形象的，否则这种公司与业绩所代表的专业形象就如

会浮萍，业绩有时既有，业绩无时既无，使公司的品牌难以深厚，与客户的关系限于业绩，给客户的价值也限于业绩，经营风险

过于集中。这种风险通过营销队伍的专业形象可以有效的降低，使公司的品牌建立在更大范围的关系与价值之上，客户的信任也

不止局限于对公司业绩的信任，而是对公司整体的信任，同时，只有当客户的投资降低了对业绩的依赖时，客户才能有更好的投

资体验，更好的投资信任，更好的投资生活，更低的决策情绪，最终带来客户更好的投资回报。 

投资者教育的好坏有可能成为影响基金公司核心业务差异的重要因素，值得思考与推进。愿基金公司把投资者教育愈做愈好，

使中国的投资人更快走向理性、走向成熟，通过基金公司的产品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收益。 

公司动态 

 公司3月16日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货币市场基金管理人定于2010年3月15日对本基金自2010年2月23日起的收益进行集

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公司3月18日公告，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5）定于2010年3月22日起开始办理日

常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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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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5 0316 0317 0318 0319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375 0.5401 0.5492 0.5478 0.5509 

累计净值 2.0825 2.0851 2.0942 2.0928 2.0959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1.9320 1.9359 1.9756 1.9704 1.9819 

累计净值 3.1670 3.1709 3.2106 3.2054 3.2169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1458 1.1473 1.1677 1.1653 1.1694 

累计净值 1.1458 1.1473 1.1677 1.1653 1.1694 

大摩强债 233005 

基金净值 -- -- -- -- 1.0198 

累计净值 -- -- -- -- 1.0198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3383 0.3385 0.3502 1.5115 3.9674 

七日年化 

收益率（%） 
1.2150 1.2280 1.2390 1.8550 3.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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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 0.53% -5.62% 13.63% -45.69% -26.31%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1.92% 5.29% -0.18% 43.82% 18.58% 81.60% 4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78% 13.32% 5.20%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0.71% -- 1.98% -- -- -- -- 

大摩货币 0.1569% 0.4580% 0.3880% 1.7794% 4.6467% 9.0657% 7 

        
注：2010 年 3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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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只），大摩领先优势股票为标准股票型

基金（共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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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