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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点评 

A 股估值均衡水平趋于下降，社会劳动报酬率将不断提升。 

如果说近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导致 A 股大幅下跌的外部触

发诱因，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内生变化可能才是今年以来影响

市场波动的根本因素。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 2003-2007 年保持

了年均 10%以上的高速增长。在经历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

2009 年的政策性复苏后，2010 年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调整元年，

这意味着原有的高增长模式将发生改变。上周国家统计局与北京大

学日前联合研究做出的《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2010》建议，“十二五”

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目标值应初步定为 7%左右，重点做好

结构调整，说明中国的政策研究部门已经考虑到经济结构调整将带

来整体经济增长下降的转型成本。因此，一方面 A 股市场整体的

估值均衡水平将趋于下降，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对原有传统行业的估

值评价已经在发生改变，相信新的行业估值体系正在形成过程中。

上周值得关注的另一政策是人保部要求各地今年上调最低工资标

准，广东、山东、吉林、宁夏、湖北以及江苏、浙江、福建、上海、

天津、山西等省份已先后上调了该标准，幅度均超过一成，预计今

年还有 20 个省份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我们认为社会劳动报酬率

提升也是经济自发性调整的结果。大摩成长基金上周结束募集，未

来投资主线正是以经济结构转型为中心，以政策引导扶持和经济自

发调整为导向而展开，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受益

劳动报酬率提升的消费升级产业将获得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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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论市 

上周大盘结束周线五连阴的走势，上证综指收于 2696.63 点，上涨 0.31%，成交量有所放大。通过全周交易情况来看，一

方面，权重股有跌幅收窄的迹象。前期跌幅较深的金融、地产、钢铁、有色等权重股，在经历大幅下跌后，表现较为坚挺，出现

股价下跌空间收窄的走势；另一方面，中小盘股出现一定程度的补跌。一部分中小盘股因为前期未跟随大盘下跌，在上周也出现

了明显的下跌走势，这种补跌走势是系统风险进一步释放的表现，同时，成交量开始温和放大。目前，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由

于欧洲债务问题和国内房地产政策是否会继续收紧等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市场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存在分歧，尤其对于经济增

长速度放缓和通胀预期的担忧加剧，短时间内没有明显促使大盘向上的触发因素，连续下跌对于投资者的情绪打击较大，市场可

能在恐慌中继续寻底，因此我们对大盘保持相对谨慎的看法，但中期来看，宏观环境和经济基本面本身可能并不像市场预期的那

么差，而估值水平也已下行到合理范围之内，部分有业绩支撑的个股的投资价值正在逐步显现，中长线投资者不应忽视其中的机

会。 

 

专栏——下跌后的组合优化价值（下） 

让客户在亏损的状态下勇于优化组合，无论是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还是产品优化的角度，应当是基金营销人员最需要，也是

对客户最有价值的技能，也是既需要理论指导、还需要实施协助的专业技能，这技能不止要帮助客户克服心理的拒绝，还有稍有

不慎下的后患，而最重要的，还包括客户经理自身的心理障碍。顺心而为是容易的，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妙语、太多的情绪感受

都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决策的借口与利益。而要克服多重心理障碍，多个主体的心理障碍就要难得多，而且会是步步陷阱、步步障

碍，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找到充足的理由，每一个步骤都要思考后才能设计、每一步推进都要克服自身的感性，寻找到能够支持我

们推进的理念、数据与价值。 

但这一切都是极有价值的。 

最重要的价值当然是对客户的。投资人的持有时间见短，尤其是盈利赎回的需求见低，一方面是对投资回报的更高渴望，

10%不行，30%起步，一方面是投资之后的锁定收益的标准下行，20%赎回亦是风险较大，10%赎回似乎更为稳妥与快速。最终

离牛市的回报愈行愈远。而熊市一拿到底之行未变，最终也就离市场回报愈发遥远了，享受了投资的快乐，却难以享受到中国经

济的发展。就算是与牛市频繁交易相匹配，下跌后的频繁交易也许还会带来减少损失的可能，说不定还能把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

概率加大。而最重要的，在亏损的时候能够进行产品的调整，把组合优化作为定期的工作，起码可以提高组合的效果，这是一定

对投资人的更好回报有帮助的方法。直接大概率的提高了客户投资的回报。 

同时，当我们能够把客户的参照点固定到相似基金的排名的时候，盈亏参照点的作用就在下降，其决策权重的下降，也许会

逐渐引导客户走向更为关注长期投资下好产品的选择，将客户进行基金投资的评价参照调整为与市场及同类产品相比，这可能会

是对客户投资成功能够做的更大贡献。如果在情绪（市盈率）下的资产配置，加上经济周期的资产配置，在加上产品的定期调整，

在中国这个专业投资创造价值的时代，相信投资人年化 15%-20%的回报并不是梦想。 

次要的价值是对销售渠道的。如果不能够让客户在赔钱是调整产品，就意味着客户经理的价值只是在客户赚钱的时候才能展

现，而客户赚钱后交易，赔钱后持有，最终赔钱的产品、赔钱的时间、赔钱的效应远远大于赚钱，使赚钱成为偶然，这必然会长

期影响到与客户的关系。而客户最终难以获得更好收益，也会让客户经理逐渐丧失对自己专业的信心与信任，没有职业的自豪感，

很难有好的服务。而从基金销售本身来讲，如果只是牛市能够销售，一旦震荡就无法销售，这就如证券营业部，真的成为了周期

性的岗位与行业了。这会成为这个行业的悲哀的。 

难以描述的价值是对投资管理人的。对持续表现优异的管理人，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会因持续的业绩而持续的受到青睐。而

对于表现一般的管理人，恐怕就可能成为噩耗，客户赔钱依然离场意味着份额快速的变化。从行业的角度，以持续业绩为核心的

优胜劣汰应当是行业进步与成熟的表现。而作为投资管理人，当评估如此简单的时候，业绩压力必然更大，不知公募基金经理们

是否会有更高的离职率了。 

当这一认知与技能为大众所常用时，对资产管理行业就是一个加快洗牌的过程。好的会不断受到追捧，与发行的市场时机不

再有如现在般的关联度。坏的更快的被抛弃，哪怕他现在的持有人都是亏损，没有改善的未来，就不再有持有人的信任，就会被

唾弃。 

也许这个过程会持续多年，这也是营销人员对投资者最核心的价值，帮助投资人在赔钱的状况下，依然可以做出更好的投资

决策。 

公司动态 

 公司5月10日公布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及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

新）。（具体内容详见网站公告） 

 公司5月11日公告，自5月12日起，旗下基金（大摩领先、大摩资源、大摩基础、大摩强债）参与部分代销机构开展的申购

及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内容详见网站公告） 

 公司5月13日公告，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址由“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20号证券大厦4楼”变更为“深

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二座第十七层01-04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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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0 0511 0512 0513 0514 

        

大摩基础 

行业混合 
233001 

基金净值 0.5250 0.5167 0.5069 0.5159 0.5191 

累计净值 2.0700 2.0617 2.0519 2.0609 2.0641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LOF） 

163302 

基金净值 1.9638 1.9347 1.9034 1.9443 1.9625 

累计净值 3.1988 3.1697 3.1384 3.1793 3.1975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233006 

基金净值 1.1373 1.1188 1.1009 1.1278 1.1340 

累计净值 1.1373 1.1188 1.1009 1.1278 1.1340 

大摩强债 233005 

基金净值 1.0354 1.0345 1.0329 1.0336 1.0342 

累计净值 1.0354 1.0345 1.0329 1.0336 1.0342 

大摩货币 163303 

每万份 

收益（元） 
0.3537 0.3606 0.3574 0.3895 0.3090 

七日年化 

收益率（%） 
1.2140 1.2450 1.2660 1.2940 1.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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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 -5.10% -11.07% -1.44% -47.62% -45.69% 10 

大摩资源 

优选混合 
-6.23% 0.93% -1.15% 26.42% 20.17% 36.94% 4 

大摩领先 

优势股票 
-8.27% -0.33% 2.02% -- -- -- -- 

大摩强收

益债券 
1.28% 2.55% 3.42% -- -- -- -- 

大摩货币 0.0870% 0.4968% 0.7279% 1.8145% 4.5807% 8.9522% 9 

        
注：2010 年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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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