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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价值投资

“低估值+高增长” 是永恒主题

□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董事长 崔军

2011-2012

年期间，

A

股熊霸全球，

这两年可用“悲催”来形容私募基金，继

2011

年阳光私募全年 “非正常死亡”数

量突破百只之后，

2012

年更是雪上加

霜。 来自私募排排网的统计数据显示，

除去正常清算的阳光私募外，

2012

年前

11

个月，全国已经清算的阳光私募产品

共有

331

只， 其中提前清算的就达到了

112

只，与

2011

年相比，这个数字同比大

幅增长了

50%

。

虽然宝银创赢旗下的基金也经历了

A

股这段惨烈的熊市。但宝银创赢的基金

数量还是从

2011

年的

1

只增长到目前的

40

只左右。 规模也从

1

亿元增长到

40

亿元

左右。 宝银创赢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

绩，在于我们坚定投资有价值的公司、坚

持安全边际原则、准确理解了“股神”沃

伦·巴菲特的投资思想，坚持用

0.4

元的价

格买进价值

1

元的东西。

宝银创赢公司在投资上的核心理念

是：我们的盈利来自于企业本身，我们深

刻认识到： 投资证券市场的盈利应该来

自上市公司本身， 来自公司成长带来的

资本增值。 这种盈利模式对于市场所有

参与者而言是共赢的。

投资成功， 永不亏损的秘诀精炼成

四个字就是———“安全边际”。 安全边际

原则非常正确，非常有效，是投资成功的

基石。 巴菲特一再强调的投资信条有二：

第一是永远不要亏损； 第二是永远记住

第一条。

爱因斯坦说：“人们所知道的最大奇

迹是什么呢？ 是复利。 ”富兰克林说：“复

利这块神奇的石头能够把铅变成金子。 ”

巴菲特之所以今天拥有巨大的财富，就

在于复利。

1965

年—

2015

年的

50

年时间

里， 巴菲特执掌的投资旗舰———伯克希

尔·哈撒韦公司

A

股股价从

7

美元上涨到

22

万美元左右，股价涨了近

3

万倍，年均

24.5%

的复利收益至今无人能企及。 这意

味着， 假如你给巴菲特

1

万元，

50

年后巴

菲特就会给你变成

3

亿元。 宝银创赢的目

标就是打造成中国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

如果

100

万每年挣

30%

的复利，

10

年资金将增值到

1379

万，

20

年资金将增

值到

1.9

亿，

30

年资金将增值到

26.2

亿，

40

年资金将增值到

361

亿，

50

年资金将

增值到

4979

亿。 我的目标就是通过运用

复利的威力和安全边际原则，使宝银创

赢的投资人

10

年

20

年后都变成亿万富

翁，我也希望投资者能长期持有我们的

基金。

A

股现在已经进入牛市，现在是牛市

的第二浪调整， 大盘未来几个月即将展

开牛市的暴涨性第三浪上涨。 大盘将在

2017

年上涨到

6000

点—

8000

点， 请投资

者千万不要提前离开飞奔的牛市火车，

一定要抓紧上车。 我的一个客户去年

10

月挣了

75%

，本来是要进“最具巴菲特潜

力对冲基金

1

期”的，但她恐高，想等大盘

回调再进我们的基金， 没有马上进入我

们“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

1

期”，但在

短短两个月时间错失了

357%

的收益，现

在后悔万分。

宝银创赢认为， 在牛市中选股非常

重要，一定要选到价值低估、业绩高速增

长的股票，这才是未来的

10

倍股。 在未来

的牛市中一定要有挣

10

倍的准备， 大盘

闪电上涨前你必须在场， 价值投资是永

恒主题。

通过对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统计：从

1926

年到

1996

年，在这段漫长的

70

年里，

股票所有的报酬率几乎都是在表现最好

的

60

个月内缔造的， 这

60

个月只占全部

862

个月的

7%

而已。要是我们能够知道是

哪些月份，想想看获利会有多高！ 但是，

我们做不到，以后也不可能做到。

我们的确知道一个简单而珍贵的事

实，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些表现绝佳，

但不算太多的

60

个月， 我们会错失掉整

整

60

年才能积累到， 而且几乎等于所有

的投资报酬率。 其中的教训很清楚：“闪

电打下来时，你必须在场。 ”宁愿要波澜

起伏的

300%

也不要平平淡淡的

15%

。 价

值投资策略将永不过时， 不管市场有多

少风云变幻，不管资金的大小，都能够持

续打败市场，战胜大盘。

互联网春天已近

□

北信瑞丰基金公司

副总经理 高峰

进入2015年， 计算机及

互联网相关公司无疑是A股

市场风口中最引人瞩目的雄

鹰， 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医

疗、 互联网教育、 互联网保

险、 网络安全等概念股在大

盘震荡中脱颖而出， 或一飞

冲天，或屡创新高。

这其实是符合互联网产

业发展内在规律的， 我们可

以把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大致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硬件

和基础设施建设阶段， 第二

是软件及系统安全大发展阶

段， 第三是各类现实场景的

应用爆发阶段， 我们目前正

处于第三阶段开始的时期。

回顾过去几年的市场表现，

也基本遵循了这样的脉络。

2009年到2012年， 市场

的大牛股多出自电子及智能

终端制造行业 ；2012年到

2014年的大牛股则多出自计

算机软件及由软件进入互联

网的行业；2014年底以来，涨

幅最好的多是各行业互联网

应用（O2O）最为领先的公

司。 经过最近10年左右的发

展，我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

设、智能终端普及方面，已经

不输发达国家水平， 具备了

互联网应用大爆发的条件。

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

我们的生活、购物、社交以及

工作方式，也正在改变传统工

业、商业、金融的经营方式，甚

至社会组织和公共管理方式。

传统产业和互联网相结合的

创新模式将层出不穷，其中无

疑蕴含了非常多的投资机会，

传统行业、传统企业拥抱互联

网应该是今年乃至随后几年

市场上反复追捧的主题，对于

反应迟缓的企业也将形成巨

大的挑战。不过从投资的角度

上还是要清晰地认识到，行业

的蓬勃发展和具体公司的投

资价值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

在互联网相关主题的投资上，

依然要把风险因素放在首要

位置。

目前容易被市场忽视的

风险主要在于大部分进入互

联网的A股公司并没有形成

清晰的盈利模式。 对一些成

功的公司而言， 盈利模式形

成阶段一般堪称收益最为丰

厚的阶段，但是，互联网公司

创业成功率远远低于10%；

在成熟市场中， 公司股价反

应的一般是当前业务进展情

况，但A股市场当前的股价基

本上都包含了未来商业蓝图

能够实现的预期。 因此，一旦

最后没有形成有效的盈利模

式， 股价无疑存在大幅下跌

的风险。

其次， 相当一部分公司

是以重资产的模式进军互联

网业务， 原有的互联网公司

也有向重资产发展的趋势，

这无疑会降低资产回报率，

增大业绩的波动性， 影响公

司的估值。

最后， 我们一定要认识

到， 市场给予互联网业务高

的估值， 是基于对未来成长

的预期，并不是因为其行业。

对于进入门槛不高， 且天花

板又很明确的， 理应保持一

份谨慎。

“期权时代” 为基金投资者带来什么

□

招商证券 宗乐

1月9日，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

开展股票期权试点， 试点范围为上证

50ETF期权。 2月9日，上证50ETF期权合

约品种将正式登陆上交所。 此次试点，证

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养老基金、企业年

金、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银行及保险

理财产品以及满足特定条件的个人投资

者均可参与。

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参与门槛为50

万元， 并具备6个月以上融资融券或金融

期货交易经验，较高的资金门槛和经验限

制已经将很多希望参与期权交易的普通

投资者拒之门外。我们预计在期权上市初

期，参与者将以机构投资者为主。

在成熟的金融市场，期权、期货等衍生

品的参与者也都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

香港联交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至

2014年度期间，52.2%的指数期权交易来自

于做市商的做市交易及其自营业务，30.7%

的交易来自境内外的机构投资者， 仅有

17.1%的交易来自境内外的个人投资者。

说到期权， 很多投资者误将其单纯的

视为短线投机工具， 是一种风险极高的衍

生品。 在实际投资中，期权不仅可以用来做

短线投机， 而且还能成为控制风险的有效

手段。 此外，期权具有“下可保底、上不封

顶”的风险收益特征，如果运用得当，可以

与其他金融工具一起组成丰富多样的投资

策略， 创造盈利机会。 正是由于期权具有

“左右逢源”的对冲效果，因而广受专业人

士青睐， 预计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将成为未

来公募基金拓展投资领域的重要方向。

普通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公募基金

间接参与投资股票期权获得收益，目前已

有基金公司在积极设计期权相关产品。海

外市场来看，股票型基金应用股票期权主

要用来对冲市场下跌风险，降低投资组合

的波动率，获取更高风险调整后收益。 有

时候，基金也会采用小部分仓位来构建期

权头寸，进行方向性投资。

2013年至2014年度期间， 在港交所

交易的恒生指数期权合约的所有交易量

当中， 有53%是做纯交易 （pure� trad-

ing）的，有35%是用来做对冲的，剩下的

12%是执行套利交易的。 此外，个股期权

的交易量分布在纯交易、对冲和套利这三

类交易中的比例依次为44%、49%和7%。

可见，以对冲和套利为目的的期权交易总

和占了总交易量的一半左右。

具体来看，公募基金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参与期权投资。

首先，绝对收益基金可以通过买入与

现货多头相匹配的看跌期权有效控制下

跌风险， 同时继续享有未来上涨的受益

权。 因为是期权多头，最大损失就是权利

金，因此不会出现爆仓情况。 在期权推出

之前， 我国市场上的绝对收益基金多以

0-95%的股票仓位设计为主。基于对冲手

段的匮乏，基金经理只能通过及时减仓来

控制风险，频繁的加、减仓不仅加剧了股

票市场的波动，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基金的

交易成本。 期权的推出，不仅极大程度的

丰富了主动管理的绝对收益产品设计空

间，同时也给其他主动管理型的基金经理

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调仓手段，提高基

金流动性管理的效率，并间接提高现货市

场的稳定性。

其次，保本基金可以通过买入看涨期

权分享未来股市上涨带来的收益。 期权推

出之前，保本基金只能采用CPPI或其衍生

策略来实现保本。 在“债熊股牛” 的市场

环境中，前期安全垫的积累往往需要较长

的时间，在基金净值未达到安全垫最低要

求之前基金经理无法建仓，只能看着大好

的牛市“被踏空” 。 期权推出之后，这种尴

尬完全可以避免。假设某保本基金的总资

产是10亿元， 基金经理可以用9.5亿元买

入面值10亿元 （持有期间利息回报0.5亿

元）与保本期限相匹配的零息债券作为基

础配置，并持有到期。这样一来，不管债市

涨跌，只要没有违约情况出现，在到期时

该基金都可以拿回10亿元的现金，即实现

了保本。 在此基础上，基金经理可以以0.5

亿元的成本再买入某个或某几个看好标

的的看涨期权，获取标的资产价格未来上

涨的受益权。

除了上述两种设计之外，期权还可以

用来实现指数增强、现货和期货期权之间

的套利、波动率套利等多种策略，从规避

风险和创造盈利机会两方面为基金管理

人提供投资契机。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

断深化， 未来期权交易品种将越来越丰

富，而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将进一步优

化，基金投资者可拭目以待。

崔军：现任上海宝银创赢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证券从

业经验已有

22

年。 管理基金资产

规模累计超过

40

亿元，产品共计

29

只。

2014

年旗下“最具巴菲特

潜力对冲基金

1

期”以

332.79%

收

益夺冠。 被“

500

倍基金网”评为

最具巴菲特潜力基金经理，

2014

年私募基金收益前十排行宝银

创赢十席雄霸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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