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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聚焦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3007）已获证监会核准，将于近期开始发行。 

市场点评 

人民币将沿自身汇率改革道路前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 3

月 25 日称,中国应能走向浮动汇率，由此市场加大了对人民币升值

的关注。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其实各国因自身利益不同而对问题

的看法是不相同的。如美国，他所关注的是本国就业问题，认为人

民币升值会使得本国的就业情况得到改善；而欧元体和日本则希望

本国的产品相对于中国更有价格竞争优势；中国则是通过改革汇率

机制来使本币值逐步市场化——自由兑换。人民币升值与否除了考

虑贸易伙伴国的利益外，最主要目标的是推进汇率改革，最终使人

民币成为自由汇兑货币，为人民币最终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奠定

良好的机制基础。如果把升值问题放到这个目标上来看，其他国家

的扰动因素则变得次要了。实际上自 05 年 7 月以来的汇率改革，

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都是在上升的，特别是 07 年金融危机爆发

以来至今，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上升 10.31%，这说明人民币的确在

升值，只不过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升值。而金融危机爆发引来，跟

随美元的策略只是特别环境下的特别举措，相信随着各国经济的好

转，人民币的汇率将会正常化。另外，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市场的影

响应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人民币升值对部分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

一定的影响，进而改变其市场估值水平；二、套利资本因为币值上

升的预期可能会从境外流入到境内，进而部分流入资本市场，这需

要观察币值上升的幅度，一旦无套利空间，也很难形成热钱持续流

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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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上周市场震荡下行，成交量仍维持低位。中小板表现依旧抢眼涨幅 1.54%，而上证综指和沪深 300 分别下跌了 0.26%和

0.57%。行业方面，防御类品种如家用电器、餐饮旅游、电子元器件等行业涨幅居前，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房地产等强周期类

行业表现较弱。 

国际方面，外围股市维持高位震荡走势，受强势美元的影响，原油、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国内方面，受提高

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印花税拟恢复双向征收等传闻的影响，上周前几个交易日市场持续走低，周五工行宣布了融资预案，打消了

市场资金压力的疑虑，A 股市场在银行股的带动下出现了大幅反弹。尽管上周市场整体走势趋弱，但是题材类股票表现突出，如

“西南旱情”、“湖北振兴规划”、“世博会”等等。未来一段时间市场可能继续维持震荡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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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业务即将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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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人生（上） 

投资生活与人的一生还是很像的。 

在人生选择中，我们总是在现在的满足与未来的满足中间寻求平衡。今天的快乐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真实的感受愉悦。但

同时，推迟今天的满足也很重要，投身于学习、工作、思考，虽然与人的天性享受有所矛盾，但是，能够让我们的未来拥有更多

的选择，让我们的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愉悦。 

投资也有相似之处。金融产品中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为了获得未来更好的回报，我们恐怕在今天必须承担更多的风险，也

就是更大概率的损失或更多的短期损失痛苦，使我们不得不再收益与风险中寻求平衡，在未来与现在间寻求平衡。 

幸福生活与幸福投资似乎又很不相同。 

在《幸福的方法》中，泰勒·沙哈尔博士把未来利益与现在利益各做一个维度，进行了四个象限的划分，当人们享受当下所

从事的事情，而且通过目前的行为可以获得更加满意的未来时，称之为幸福型；幸福的人是真正快乐的，当我们在自己觉得有意

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时，就是幸福状况。而把为了追求未来的目标，牺牲眼前幸福的状况，称之为忙碌奔波型，忙

碌奔波型的人错误地认为成功即是幸福，坚信一旦目标实现后的放松和解脱即是幸福，因此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

标。当人们只注重眼前的快乐，不为任何可能发生的负面后果担忧时，称之为享乐主义，享乐主义型的人总是寻找快乐而逃避痛

苦，只是盲目地满足欲望，而从来不认真地考虑后果。虚无主义是一个特别的状态，一方面对生命失去了希望和欲望，既不享受

眼前的事物，也对未来没有任何期望。 

转到基金投资中，我们如何来理解幸福的基金投资人呢？ 

首先是对投资回报也就是金钱的追求，是否是一种有真正意义的追求。从幸福学的理解上，金钱除了可以提供食物和居所外，

只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金钱上的保障，可以让我们向不喜欢的工作说“不”，或是让我们不为帐单烦恼。赚钱的欲望也可以成

为积极的挑战，甚至给我们启发。但是，金钱本身并没有价值，而是因为它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丰富的经历，而物质本身并不能给

生命带来意义或是精神上的财富。从这点上理解，追求金钱本身都很难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得到了金钱本身都不能算是一个更

为满意的未来。 

从相对较小的角度看，即便追求投资回报是一个有意义的，今天对基金投资的极大关注与更高回报的追求，能够是一个对现

在真实利益的的体现吗？对于一个在不确定世界下的，有难度的复杂决策，更高的动机与追求往往意味着决策更多的感性成分，

而对投资人长期回报有价值的决策往往是在理性状态下做出的。面对每日变化的市场，更多的关注意味着更多的痛苦，无论是心

理亏损的痛苦、参照点漂移的痛苦、比较的痛苦，还是未来永无确定的困惑痛苦，对大部分投资人来讲，对市场的关注，更多的

意味着这些痛苦的积累，从当时的感受利益，这一定不是一个正向的，从因感受而做出的决策来看，也很难是对长期正向的决策。 

可见，在基金投资中，对投资回报过度的追求，一方面从长期看，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未来，而从短期看，可能还是一个负

面的现实，而投资人做此行为时，还往往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追求者，最起码是个为了更好的未来而贡献现在，过忙碌生活的

人。而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从这点上讲，投资与人生真是很大的不同。 

公司动态 

 公司3月24日公告， 从2010年3月26日起，本公司旗下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5）

将参加华泰联合证券网上交易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内容详见网站最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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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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2 0323 0324 0325 0326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526 0.5506 0.5538 0.5506 0.5569 

累计净值 2.0976 2.0956 2.0988 2.0956 2.1019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1.9863 1.9885 1.9972 1.9805 1.9906 

累计净值 3.2213 3.2235 3.2322 3.2155 3.2256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1722 1.1724 1.1848 1.1822 1.1883 

累计净值 1.1722 1.1724 1.1848 1.1822 1.1883 

大摩强债 233005 

基金净值 1.0198 1.0204 1.0210 1.0211 1.0213 

累计净值 1.0198 1.0204 1.0210 1.0211 1.0213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3068 0.3300 6.5482 0.2637 0.2817 

七日年化 

收益率（%） 
3.7260 3.7210 6.9530 6.3020 4.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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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 -2.72% -4.59% 12.78% -42.49% -25.33%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0.57% 2.52% 0.26% 40.38% 21.81% 82.52% 4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1.46% 8.30% 6.90%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0.87% -- 2.13% -- -- -- -- 

大摩货币 0.1989% 0.5235% 0.4720% 1.7084% 4.6934% 9.1088% 7 

        
注：2010 年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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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