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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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公开发售中。 

市场点评 

政策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数据凸显产业结构升级。4 月 6 日中国政

府网公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强

调淘汰电力、煤炭等九大传统行业的落后产能。与此同时，4 月 8

日中国工信部等八部委发布了《关于推进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

的意见》，工信部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建设的

意见》，央行会同九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

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也于当日正式发布。鲜明的政策对比表明

国家正在坚定有力地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我们强调 2010 年坚持围

绕经济结构转型，将受益政策引导扶持的行业及领域作为投资方向

之一，主要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低碳、三网融合、医疗保健、

智能电网、农业 、有效益的区域振兴等。最新的海关统计数据显

示，由于国内需求旺盛拉动石油等原材料进口数量和价格双双强劲

上升，以及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导致汽车类产品进口猛增，3 月份当

月我国进口增速高出同期出口增速 41.7 个百分点，当月出现 72.4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止了我国自 2004 年 5 月开始连续 70 个月

贸易顺差的局面。这说明在国家政策推动的同时，由于未来劳动报

酬率的不断提升，我国经济自发性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正在进行中，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在升级转型中将受到较大冲击，相

反受益国内消费升级的相关行业及公司则值得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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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3 年期央票重启、政策紧缩预期的影响，上周市场呈现缩量调整态势，中小板综指继续呈现上涨态势，周涨幅 3.36%，

而上证综指和沪深 300 指数分别下跌了 0.40%和 0.83%。风格指数方面，中小盘和中价股指数表现较好，而大盘、绩优、低市

盈率股票表现较弱。行业方面，医药生物、电子元器件、轻工制造等行业涨幅居前，房地产、家用电器、金融等行业涨幅落后。 

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近期央行量化紧缩措施不断、农行 IPO 以及银行再融资预期造成市场流动性

紧张；二是房产税、物业税对房地产行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三是工信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

意见》大力扶持 3G 产业。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市场呈现出先抑后扬的走势。对于后市表现，不确定因素较多，市场环境

也是很复杂，尤其是政策导向目前尚无法明判。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市场还会维持震荡走势，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我们将

持续关注低碳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投资机会，寻找具有卓越成长潜力的公司作为我们中长期投资目标。 

 

专栏——投资之痛（上） 

2010 年 3 月 4 日，在两会召开之际，因为一个谣传，市场下跌 2%，可以看到市场参与人员的紧张状态，而同日，公司基

金的申购与赎回同时增加，不同的人对相同的信息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市场的小心情绪可见一般。 

人们是为了赚钱来进行投资，在投资前，都对投资充满了憧憬，而开始投资之后，一切就都变了。 

投资一定会有快乐的时光，如同 2007 年 3000 点到 6092 点的日子，综指 45%的屡创新高的日子，股票基金指数更是 50%

屡创新高，平均每 2 天中就能有 1 天看着自己的资产在增加，而最长的创新高的间隔只有 41 天，仅仅 2 月，这种赚钱之乐，这

种半年翻一番的快感，每个人的感受都是相似的。 

但如此的快乐时日真是很少，即便是 06 年，市场上涨超过 120%，但与当年相比屡创新高的日子只有 31%，何况还有很多

日子与综指的历史最高点是亏损而不是新高。 

投资中的痛苦才是常态，而这种痛苦又往往是影响投资人决策，对投资人一方面从体验上是负向的感受，对决策也没有正向

的贡献。如果能够尽量的化解这种无谓的痛苦，让基金投资人有更好的投资体验、更好的理性决策的情绪环境，对投资者来讲是

极为重要的。这些痛苦到底有哪些呢？ 

理论上讲，基金投资人壮士断腕的痛苦是真损失的痛苦，我们且称之为“断腕之痛”。因为投资人的资产真的变少了。但在

实际投资中，投资人断腕之痛似乎并不显得非常明显，或者说在沟通中反应得并不强烈，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能够做到断腕的投资人往往都相对成熟，勇于在赔钱时结束，这样的客户面对亏损表达得并不强烈；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一

旦断腕，一个确定的痛苦就已经结束了，不需要再对其多加考虑，这时，投资人选择性记忆的功能会发挥作用，在潜意识的忘却

中，这种痛苦反而不会轻易被激活，在现实的交流中，反而不容易出现了。 

与期初投资相比，资产的缩水是投资人真切的投资痛苦，我们可以称之为“感觉之痛”。针对在中国现实市场的基金亏损感

之痛，只是一种心理上的痛苦，一方面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之时，中国经济经济依然保持了 8%的增长，而好的上市公司的业绩

增长还能在 20%以上，且还看不到停滞的日期，未来市场波动上行的状况还有极大概率持续，另一方面，由于投资者构成的特

殊性，中国的基金指数大概率、大幅度的战胜市场指数，两者合在一起，波动上行在未来较长阶段看会是一个定数，这种短期的

亏损一定可以被时间化解，赚钱的日期并不会太遥远。如果投资人的资金不是短期资金，这种痛苦就只是感觉上的痛苦，所以虽

真切，却只是心理上的感觉之痛。 

而在投资了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比起期初投资有了较大获利，投资的“漂移之痛”就会成为投资人的痛苦核心组成部分。且

随着盈利的增加，会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是投资资产的参照点不断上升，盈利愈来愈多，另一方面，是相同下跌比例的情况

下，亏损的金额将愈来愈大，从金额上感知的损失会愈来愈大，愈来愈强烈，这种不断被强化的投资痛苦——“漂移之痛”也会

愈来愈强烈，成为影响客户决策的重要情绪之一。这种“漂移之痛”不止会影响投资人的感受及心情，更会影响投资人的决策，

被“漂移之痛”所影响决策往往是牛市频繁交易，难以获得市场回报，熊市一拿到底，随市场走一个来回，最终使投资人一边是

痛苦，一边是痛苦影响下得不到市场回报的决策，让投资人走向痛苦而少回报的状态，实在是投资中最差的一种状态与结果。 

公司动态 

 公司4月8日公告，自当日起，增加中投证券、齐鲁证券和国信证券代理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233007）的销售业务。（具体内容详见网站最新公告） 

 公司4月9日公告，自当日起，增加中信银行代理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7）的

销售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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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5 0406 0407 0408 0409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 0.5728 0.5760 0.5765 0.5857 

累计净值 - 2.1178 2.1210 2.1215 2.1307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 2.0345 2.0413 2.0493 2.0775 

累计净值 - 3.2695 3.2763 3.2843 3.3125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 1.2206 1.2287 1.2264 1.2458 

累计净值 - 1.2206 1.2287 1.2264 1.2458 

大摩强债 233005 

基金净值 - 1.0190 1.0180 1.0182 1.0188 

累计净值 - 1.0190 1.0180 1.0182 1.0188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7883 2.9935 1.3424 8.0235 0.2253 

七日年化 

收益率（%） 
0.9510 2.3760 2.9340 6.9960 6.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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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 0.64% 0.34% 15.07% -35.32% -30.26%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6.28% 4.34% 4.64% 42.80% 32.32% 66.17% 4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8.20% 10.88% 12.07%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0.31% 1.89% 1.88% -- -- -- -- 

大摩货币 0.3083% 0.6035% 0.6244% 1.8262% 4.7652% 9.1773% 6 

        
注：2010 年 4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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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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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