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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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售进入最后一周，募集期截止日

为 5 月 14 日。 

市场点评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内外因使 A 股系统风险得

到大幅释放。由于欧洲内部的南欧和西北欧之间存在经济发展不平

衡，但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经济相对落后的欧猪五国只

能依靠举债维持社会福利开支，当外债占 GDP 的比重接近或超过

50%时，出现主权债违约的可能性就会显著上升，这是为什么在继

标普将希腊长期主权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将葡萄牙主权评级降至

A-，将西班牙主权评级降至 AA 之后，穆迪近日也警告称，南欧金

融体系面临的严峻扩散风险有可能“成为普遍问题”。一旦是出现

信用违约，持有主权债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是欧洲的银行）将面临

较大的资产减记可能，从而造成欧洲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显著下

降，银行将被迫紧缩信贷，如此欧洲经济可能再现“次贷危机”时

期危机从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因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让全球市场再次紧张也就不足为怪，毕竟美国次贷危机的余悸仍未

完全消除。国内方面，在房贷新政下北京、青岛、深圳等城市也都

陆续出台了调控细则，继恒大之后绿地、保利也开始降低楼盘售价，

说明房价上涨势头已得到初步遏制，市场将观察房地产市场的回调

幅度，而近期多家银行的融资方案及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的 IPO

预期也给疲弱的市场形成了较大的资金压力，国内外因素使 A 股

的系统性风险得到较大程度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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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上周大盘大幅下挫，上证综指收于 2688.38 点，下跌 6.35%，创下年内最大周跌幅，市场上投资者的情绪已经明显趋于恐

慌。沪市和深市的周线已收出 5 连阴，五一节之后的第一周延续了四月的跌势且出现下跌加速的现象，起因是央行在五一假期

中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明显在市场的预期之外，加之后来希腊主权债务问题为导火索带来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动荡，而后，美国

股市竟然又发生错误操作致使道指短时间急速暴跌，总之，各种超乎市场预期的事件集中在一周内爆发，确实考验着投资者的心

理防线，而从股指的跌幅来看，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有不断蔓延的迹象。 

目前来看，很难期望市场能够迅速从跌势中企稳回升，但是，上周的大幅下跌也很大程度上宣泄了市场的恐慌情绪，而市场

的估值水平也被进一步向下挤压，在经济持续向好、企业利润仍在上升的基本面之上，价值的底应该还是可以预见的，市场可能

会在恐慌中逐渐接近价值底并进入震荡筑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少优质股票很可能已经进入了可以考虑长线投资的区间。本

周投资上仍然偏向防御，对于业绩增长确定性强、估值不高且有政策扶持的行业给予较多关注。 

 

专栏——下跌后的组合优化价值（上） 

在一个销售过亿的大行，做了近 10 场反馈良好的培训之后，销售战报是以几万为单位的交易通报，其销售状况比 2007 年

的 3 月首次突破 3000 点时疯狂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不如 2009 年 7 月的 3000 点也情有可原，但现在是连 2009 年底的 3000

点也差距甚远，令销售组织者大跌眼镜。似乎是市场大跌 50%后的销售状况般了。如何理解好呢？ 

如果说 2007 年的 3000 点的突破带来了新基民的大量增加，而且是被基金行业倡导的长期投资所诱惑的话，到了 2009 年，

虽然认申购量巨大，但赎回量亦大，整体是在赎回与认申购间的调整，大概率事件是 2009 年是投资人被 2008 年巨大的市场下

跌所“惊醒”，在长期享受中国经济发展的回报与短期可能下跌的恐惧间，对下跌的恐惧渐渐战胜了长期的诱惑，这虽然是面对不

确定的市场，“DAY DAY SHORT”的改善行为终站上风的结果，但这种状况的后患就是在 2009 年，扭亏为盈的客户终于盈利赎回

了基金，之后又被市场再次的机会所诱惑，重新投入了市场，可惜可怜，2010 年的春天，虽有大摩领先超过 8%的一季度回报，

却难以抵挡整体亏损的现实。绝大部分新投资人再次进入了亏损的状态。 

这时的投资人盈亏状况恐怕比 2009 年更加恶化。在 2009 年，毕竟还有很多投资时间是在 2007 年上半年进入的，随着市

场的上行，很多投资盈利状况浮出了水面。还关心自己基金状况的投资人在市场上行再下行的过程里面，惧怕再次亏损实现收益

也是可以理解的。到了 2010 年的二季度，2009 年春天的大涨都没有发生交易的投资人依然不进行交易是正常的，想交易的投

资人已经把盈利的基金又都赎回了，09 年依然亏损的基金到 2010 年也还依然在亏损之中，不动更是正常。而新增的投资或赎

回后重回市场的投资再次面临了全面的亏损。 

这真又是一个可悲的季节：没有受 2007 年诱惑成功的投资人是少而又少的、难以触及的、难以打动的，受 2007 年诱惑进

场的投资人要么是不再关心的或关心不动的，要么是长期持有的满手无法浮出水面的、要么就是虽有新增进场不足一年却又再次

陷入困境的。 

快速锁定收益已经成为销售机构的销售人员为客户增值服务的重要一部分，因为没有能够及时劝客户锁定，在 2008 年造成

了客户巨大的损失，这自责使客户经理全面展开了赚钱劝客户离场的冲动与行动。这也迎合了客户在巨亏之后不管长期的“DAY 

DAY SHORT”的内心呼喊。两者一拍即合，演出了认申购与赎回并行的基金市场新格局。而这新格局的结果，必然是市场下跌 10%

后，客户手中满是近期进入、长期持有的全面亏损产品。 

在盈利后参照点漂移的痛苦与效用的双重作用下，盈利交易的乐趣构成了投资一大乐趣来源。而亏损的交易则是多重心理因

素下的难以实现的行为。所以盈利时劝客户调整产品或锁定收益是容易的，只要推介就有实现的极大可能。而劝客户亏损下的交

易，一方面的确容易给客户留下痛苦的结束，把 08 年大跌的极端的痛苦与最终痛苦合到一起，稍有不慎，投资人必然从此远离

这个市场，难以再享受中国发展的机会，而且会对这个市场恐惧、愤恨一生，这是客户经理们所最不愿看到的结局。从直觉的角

度，没有谁敢于尝试。 

公司动态 

 5月5日公布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具体内容详见网站公告） 

 自5月5日起，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不再受理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ChinaPay）旗下“银联通”（包括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或银联指定的其他银行卡）基金平台上的金额在1000万元（含）以上的各类基金交易（包

括认购、申购、赎回、分红、定投等）。（具体内容详见网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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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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3 0504 0505 0506 0507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 0.5464 0.5581 0.5509 0.5459 

累计净值 - 2.0914 2.1031 2.0959 2.0909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 2.0417 2.0752 2.0385 2.0108 

累计净值 - 3.2767 3.3102 3.2735 3.2458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 1.1782 1.1968 1.1775 1.1622 

累计净值 - 1.1782 1.1968 1.1775 1.1622 

大摩强债 233005 

基金净值 - 1.0348 1.0359 1.0378 1.0379 

累计净值 - 1.0348 1.0359 1.0378 1.0379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9569 0.2998 0.3178 0.3364 0.3401 

七日年化 

收益率（%） 
1.1950 1.1750 1.1620 1.1630 1.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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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 1.51% -6.48% 3.43% -45.17% -42.53%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3.21% 6.62% 1.28% 31.48% 26.35% 40.26% 4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6.71% 4.70% 4.55%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1.87% 3.06% 3.79% -- -- -- -- 

大摩货币 0.0789% 0.4941% 0.7034% 1.8339% 4.6398% 8.9618% 9 

        
注：2010 年 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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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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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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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