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跳出金融思维做投资

陈嘉禾

在《零售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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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

创始人自述》一书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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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

店连锁公司创始人铃木敏文， 曾经讲

过一段故事：他当时作为行业局外人，

反而看到了行业内部人士无法看到的

商业规律。

打破成规

在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日本大型

超市迎来了大发展。 在大型超市经济

规模效应和与之伴生的价格优势打击

之下，许多小型商店受到巨大冲击。对

当时日本零售行业业内人士来说，大

型超市似乎是未来日本零售业发展的

唯一方向。

但是， 当时并没有太多零售经验

的铃木敏文， 却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

度，没有受到行业主流思想“大超市就

是未来的趋势”所左右，而是看到了小

型便利店可以与大型超市共存的空

间。 随着人们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

“便宜就是畅销” 的时代已经过去，小

型便利店可以提供大型超市无法提供

的时间、空间和产品便利性。

铃木敏文的这个想法，当时受到了

零售行业内人士一致反对，甚至有一位

资深企业家还以铃木敏文没有实际销

售经验为理由，讽刺他是“做白日梦的

门外汉”。但是，“正是因为我的没经验，

能让我站在不同角度分析造成商业街

衰败的因素。 ”后来成功创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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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连锁店的铃木敏文如是说。

不仅在零售行业如此，在其他许多

行业中，事情都是一样。 在金融行业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打破固有成规的

颠覆性意见， 看起来虽然离经叛道，但

是却可以跳出金融行业本身的桎梏，从

而达到一针见血、更加有效的目的。

以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两个

老搭档来说，他们就曾经提出许多和当

今主流金融学理论完全不一致的思考

方式。 这里，就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在金融市场中， 布莱克

-

舒尔斯

模型（

Black-Scholes Model

）是一个为

期权、权证等金融衍生品定价的模型，

依靠股票和衍生品过去的价格波动，

为未来的价格波动寻找可能遵循的轨

迹。在

1997

年，模型的发明者迈伦·舒

尔斯和罗伯特·墨顿，还因此获得了诺

贝尔经济学奖。 可以说，布莱克

-

舒尔

斯模型是一个金融行业的基本模型，

几乎所有金融系毕业的学生， 都会对

这个模型有所了解。

但是，查理·芒格对布莱克

-

舒尔

斯模型却一阵见血地指出， 这是一个

“一无所知”的模型。 芒格说，“如果你

对价值一无所知 （但是你实际上不可

能对价值一无所知），那么也许这个模

型对预测

90

天以内的价格波动还有

一丁点儿作用。 但是只要你进入长期

一点儿的领域， 那么如果用这个模型

简直就是疯了。 ”

而在

2009

年， 沃伦·巴菲特也说

了类似的话， 同时还批判了一些和布

莱克

-

舒尔斯模型同样享有盛名的金

融测量工具，包括

Beta

、

Gamma

、

Sigma

值等等。“投资者需要对这些仅仅基于

历史价格（而不是价值）的模型保持怀

疑的态度， 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精巧

和引人注目。在多数情况下，投资者忘

记检查这些模型背后的基本假设逻

辑。 对此，我们的建议是：当心那些带

着公式的极客们。 ”

巴菲特和芒格之所以多次批判布

莱克

-

舒尔斯模型、

Beta

值等在现代金

融学中似乎是基本公式一样的计算方

法，是因为这些计算公式都忽视了金融

工具背后所代表的价值，而仅仅着眼于

价格波动本身，仅仅试图从历史价格的

波动中，找到未来价格波动的规律。 看

看标普

500

指数从

2020

年

2

月中旬到

3

月下旬的波动，看看上港集团从

2013

年

8

月下旬到当年

9

月上旬的股价波

动，你就会明白，“可以从历史价格波动

中找到未来价格波动的规律”这一基本

假设，几乎就是胡扯。

当然， 挑战经典应该是投资大师

所做的事情，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即使

看到皇帝身上没有穿衣服， 也最好不

要说出来才是。 记得大概是在

2010

年， 我去面试一家保险公司的研究员

岗位，被问到怎么看待布莱克

-

舒尔斯

模型， 我就很高兴地把两位老先生的

理念复述了一遍。结果不出所料，我没

能通过那次面试：“这个历史系毕业的

家伙果然没有学过正经的金融学，居

然说这么经典的模型没什么用。 ”

巴菲特还有另外一个挑战金融行

业经典规则的做法———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他都以投资组合的净资产，而不

是市价代表的市值， 来做为衡量投资

组合长期表现的标准。

众所周知， 几乎所有的资产管理

产品，都是以投资组合的市价，作为衡

量组合价值的唯一方法。但是，用市价

衡量价值的方法，实际上是“用别人的

市场报价， 来定义一个组合的价值”，

而不是“用一个组合真正的内在价值，

来定义价值的大小”。

尽管从变现的角度来看， 用市场

交易价格，也就是别人的出价，作为衡

量一个投资组合的价值无可厚非，但

是这样做则丧失了对真正价值的测

量。不用市价衡量投资组合的价值，而

是用投资组合的真正价值来衡量 （比

如利润、净资产等等），这种衡量的方

法看似离经叛道， 但却更好反映了投

资组合的价值波动。

正因为如此，巴菲特从几十年前开

始，就一直公布自己公司的资产净值与

股价的对比图。 这张图可以在伯克希

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上得到，是

一张基本趋势一直向上，但是中间有所

波动的图表。 从几十年的角度来说，伯

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价， 正是围绕

公司的净资产增长而上下起伏的。

从最简单的角度思考问题

“跳出金融的思维看金融”，这个看似

反传统， 但是实际上却非常有效的方法，

还可以在许多方面找到验证。记得多年以

前，当

P2P

理财方式（又称点对点网络借

贷）十分流行时，许多

P2P

公司动不动就

给出

12%

到

15%

、甚至

20%

的回报率。

当时， 我曾经尝试去了解一些

P2P

产品， 业务员给我天花乱坠讲了一大堆

金融术语， 什么通过大数据计算降低风

险概率、匹配点到点借贷需求、挖掘传统

金融盲区、 把大量个人贷款分类从而寻

找最优性价比之类 （最后一点和美国

2008

年以前的次级贷款设计有异曲同

工之妙）。即使彼时我已经在金融行业工

作了多年， 但是他说的不少东西我都是

第一次听说，让我无从判断真假。

不过， 我仍然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

题：“你们给我

15%

回报， 那你们加上成

本借给别人，年利率至少得

18%

以上吧？

这年头做什么生意能稳赚

18%

以上，能

保证还上你的钱？ ”一个简单的“外行”问

题，立即撕下了看似纷繁的金融盛装。 结

果在后来几年的行业发展中， 大量

P2P

企业因为不够审慎的放贷、 过高的融资

成本和差劲的风险控制措施， 酝酿了大

量行业风险， 也让许多没有从最简单角

度思考问题的投资者，蒙受了大量损失。

而即使是金融行业中看似高深的量

化投资， 许多时候也需要跳出传统的金

融思维， 去生活中寻找灵感的源泉。 以

“周末效应”为例，这个效应我最早在美

国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访谈录中看到，

指的是对于一些以个人投资者为主、情

绪化比较强的市场指数， 其在周五的交

易行情如果出现大涨、大跌的情况，会在

下周一的行情中有所延续。

具体到交易设计来说， 如果一个指

数在周五的时候大涨， 那么以周五的收

盘价买入、下周一的收盘价卖出；反之，

如果在周五大跌， 则以周五的收盘价做

空、下周一的收盘价平仓，则可以在长期

获得更加有利、而且更加稳定的回报。

以中小板综指（

399101

）为例，如果以

上涨

1%

、下跌

1%

判定大涨、大跌，允许双

向交易， 并按

0.1%

收取单次交易费用，那

么在从

2005

年

6

月

7

日到

2020

年

5

月

21

日的时间里，指数会上涨

906%

，而模型

会上涨

845%

。 但是，模型的净值走势远比

指数稳定得多， 几乎呈现单边上涨的趋

势。 而对创业板综指（

399102

）为例，在同

样的模型条件下，从

2010

年

5

月

31

日到

2020

年

5

月

21

日， 指数的涨幅是

134%

，

模型的涨幅则是

463%

， 且模型的走势远

比指数稳定得多。

那么，“周末效应” 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原因在高端的金融市场里、在陆家嘴

光鲜的写字楼里找不到答案，要到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中去找。周五这个交易日和一

般交易日的区别在于，周五收盘以后到周

一开盘，人们有整整两天半的时间来在一

起吃饭、聚会、聊天，而正常交易日从收盘

到第二天开盘，只有半天的时间。 这也就

意味着， 当市场以个人投资者为主时，对

于信息的散布来说，周五这个交易日的作

用远远大于普通交易日。 因此，周五的大

涨大跌行情， 对下一个交易日的影响，也

就远大于其他交易日。

当然，“周末效应” 在一些以机构投

资者为主的指数、 或者更加成熟的市场

里，比如美国市场，早已是一个无效的指

标。 而且，这个指标还存在“牛市可能严

重跑输市场”的缺陷。随着中国资本市场

逐渐成熟， 这个指标的有效性也会逐步

下降。 但是，这个指标背后的形成原因，

却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 “需要跳出金融

的思维去思考”的重要性。

《中庸》有云，“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

远人，不可以为道。”其实，世界上的事情，

只有道理正确与否，并不存在专业的就一

定好、不专业的就一定不好。 而这些正确

的道理， 也是广泛存在于整个社会中，而

不是仅仅存在于一个专业小圈子里的。当

我们跳出所谓的“专业圈子”去思考时，当

投资者跳出传统的金融思维去思考时，我

们所做的并不是离经叛道的事情。 反之，

我们是在跳出固有的思维限制，跳出“以

为自己是专业人士”的思维限制，在茫茫

天地之间寻找真正的事实与规律。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A股存量博弈不改 紧抓“稳就业”投资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A

股市场期待的两会行情没有兑

现，本周

A

股周跌幅

1.91%

，是最近两

个月以来的最大周跌幅， 市场没有持

续性较强的热点题材， 就连此前涨不

休的内需消费品， 本周也出现了高位

回落的态势，而科技股走势更加萎靡，

短期

A

股市场仍将以存量博弈为主，

震荡或将持续一段时间，而“稳就业”

将成为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 后市的

投资机会，也将围绕着“稳就业”展开。

低估值策略失效

的真实原因

今年以来

A

股市场有一个比较奇

怪的现象，就是银行、保险、券商、钢铁、

煤炭等低估值甚至创下历史估值谷底的

品种，股价表现一直萎靡不振，反而是估

值高企的内需消费和医药股却涨不停，

比如贵州茅台、五粮液、海天味业、千禾

味业、青岛啤酒、珀莱雅、恒瑞医药、迈瑞

医疗等，这些股票的估值动辄高达

50

倍

以上，有的甚至在

80

倍以上，但市场似

乎无惧高估值，高山之上有高山，一山更

比一山高，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 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中

国经济一季度增速大幅下滑， 不少行

业和企业都在“猫冬”，比如出口和外

贸，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举

全国之力打压华为， 以半导体为代表

的科技类企业业绩预期变差， 股价近

期也表现不振， 手机产业链也受到波

及， 市场原本期待在国产替代的主题

下，芯片股会来一波行情，无奈美国全

面封杀华为，市场情绪面受到影响，本

周芯片股不仅没有较好表现， 反而还

套牢了不少投资者。

在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当下，无论

是周期股，还是科技股，业绩增长都充

满不确定性， 周期股本身面临周期向

下，科技股又时不时受到中美贸易摩擦

的负面冲击，那么，哪个行业是确定性

较强的呢？ 选来选去，最好的就是内需

消费，比如酱油、榨菜、白酒、医药这些。

在不确定性的市场大环境下，如果一个行

业确定性明显胜出，那么，这个行业享受

估值溢价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与此同时，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内需

消费品高度一致性看好，最终会形成主流

机构投资者持仓高度趋同化的市场特征，

这又会进一步加剧内需消费品的估值溢

价，使得业绩增长确定性较强的内需消费

品享受了一场狂欢的估值溢价盛宴。与之

相伴随的是，低估值的银行、保险等周期

性股票，即便估值跌到历史谷底，也很难

有行情。 市场上一部分投资者的“低估值

策略”在今年以来的行情中彻底失效。

围绕“稳就业”

挖掘投资机会

本周五，两会上最受关注的政府工作

报告对当下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定调，作出

了战略部署，仔细阅读这份干货满满的政

府工作报告，可以找出很多投资线索。

在经济下滑以及中美贸易摩擦不断

的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要实现“六稳”、

“六保”，核心是要稳就业、保民生。 如果

就业不稳，民生就没法得到保障，经济也

会加速下滑。

那么，政府会如何“稳就业”呢？ 首

先， 为了为保持甚至创造更多的就业岗

位，政府必须加大基建，包括老基建和新

基建， 老基建带来的投资机会集中在水

泥、建筑建材等行业，新基金主要是

5G

、

物联网、数据中心；其次是消费，尽管消费

股整体估值不便宜了，但并不意味着后市

没有机会，消费股的估值不可能涨到天上

去，但调整就是机会，尤其是半年报披露

时，消费股仍将是业绩领先的品种；第三，

科技股，美国全面打压华为，只会倒逼中

国加快核心技术领域的国产替代和自主

可控， 国产替代将成为

A

股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的投资主题，比如半导体、芯片、网

络安全、软件服务等，科技企业创造了大

量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是“稳就业”的主

要抓手；第四，新能源汽车。传统燃油汽车

的空间会逐渐缩小，新能源汽车带动大量

产业， 可以吸纳大量高素质就业人员，而

且符合未来经济发展趋势， 在后补贴时

代， 大力扶持和刺激新能源汽车发展，可

以带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创造无

数个就业机会，新能源汽车是房地产之后

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支柱，在坚守“房住不

炒”的底线下，新能源汽车最有希望带领

经济恢复性增长。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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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董明珠直播看

格力电器的变化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作为格力电器掌门人，董明珠最

近的三场直播给市场投资者、消费者

提供了一个很好观察企业的窗口。

有看热闹的看到的是直播平台、

带货品类、销售数据这一类最直观的

变化，比如第一场是抖音，第二场换

到了快手，第三场选择的是专业的电

商平台京东电商直播。推介的产品品

类也各有不同，销售数据更是逐级走

高， 从第一场被舆论戏称翻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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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到第二场的

3.1

亿元，再到京东

电商直接冲到了

7.03

亿元。

有别于这些最直观的数据，看

内行的人则是从这三场直播中看到

了格力电器作为一个偏传统的制造

业企业， 接触新生事物从生涩到慢

慢熟悉， 再到拿捏互联网用户七寸

恰到好处的老道。这个变化，对于迫

切期盼格力电器渠道创新转型的投

资者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从线下到线上

的180度大转弯

熟悉董明珠的投资者都了解，销

售岗位出身的她对于线下渠道的看重

有着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认识和坚持。

就在不久前的

4

月

15

日， 对于

当下流行的直播带货，董明珠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是很认同，还是

要坚持线下：“直播带货这是一种新

模式， 大家都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我依然还是坚持我的线下，随着疫情

转好，线下还是要把它做起来。 她解

释了坚持线下销售的原因———不愿

意因为转向线上销售，让格力五六十

万线下门店的销售人员失业。更重要

的是，要把格力线下店变成一个体验

店， 变成一个真正面对面交流的场

所，给用户带来最真实的产品感受。

但

5

月

10

日董明珠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就表示，自己充分感觉到了通

过直播跟消费者互动的重要性，“所

有人都参与进来了，从近距离到了零

距离，能够充分了解大家的诉求”。她

表示，自己接下来打算开通一个董明

珠直播间，“把直播常态化”。

“董明珠直播间不是纯粹要带

货， 我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观

点，包括格力的发展，通过这些东西

让大家认识，这就是格力，你是最好

的。 ”董明珠表示。 对于直播，董明珠

坦言自己的初衷是：“格力线下有

3

万多家经销商，我希望让他们线上线

下结合起来。 我算是开了一个头，替

他们探路，逐步体验线上的感觉。 ”

一前一后， 对于线上和线下的

说法， 可以清晰地看到董明珠的态

度转变。这种转变，应该不仅仅是销

售数据带来的冲击， 更多可能还有

着董明珠在亲身参与直播带货这个

时下最流行的销售方式后带来的思

维和观念影响。 原来销售还可以这

么玩？并且玩得效果还不赖？那为什

么不可以带个头， 让更多格力经销

商一起来玩呢？

有别于网红直播

的“科技范”

思维和观点的改变， 直接反映

在实际变化中， 就是格力电器董明

珠的直播越来越有章法， 最终的效

果也越来越好。

第一次直播时的翻车事故众所

周知，或许是因为准备不足，亦或许

是与抖音平台的合作沟通考虑不够

充分，直播全程“卡”字刷屏，现场推

介了几十款产品，但最终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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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销售金额。

可以相信，这场直播后，格力电

器方面一方面对直播超高的关注度

有了直观的认识， 另一方面也开始

反思如何更好地玩好这个新模式。

在第二场快手的直播， 我们就

看到了这种变化：直播更接地气，不

单单产品品类针对快手平台用户更

有针对性， 也一改第一场把直播场

面设在高大上展厅的做法， 搬到了

快手直播间， 并且邀请到了头部网

红吆喝助阵。更为关键的是，协调了

快手超千万元的补贴， 通过实打实

的红包来把直播带货推向最高潮。

于此一役， 格力电器展现出了

作为优秀企业的品质， 面对变化和

挑战迅速做出策略调整， 并且最终

在翻车的基础上打出胜仗。

如果说第二场直播， 格力电器

还只是找到了目前市面上一般网红

带货的感觉， 那么在第三场京东的

电商直播则更上一层楼， 玩出了自

己的风格和特色。

有别于抖音、快手这样的短视频

社交平台，京东电商平台的买家更专

业也更有针对性。与网红带货的风格

不同， 此次董明珠直播显然走得是

“科技范儿”。 和第二场如出一辙，大

平台、大补贴、大流量之外，格力电器

的神来之笔来自嘉宾的选择。

这一次和董明珠出境的直播搭

档是一名叫王自如的

90

后，具体身

份是

ZEALER

（载乐网络科技）创始

人。王自如是一个很牛的评测人，业

内公认的 “科技大

IP

”。 他对于小

米、

iPhone

、

Lumia

等手机和平板电

脑的视频评测， 在微博上有很高的

点击率，也拥有可观的传播效果。

王自如创办的公司

ZEALER

，

影响力渗透整个科技产业， 包括消

费电子、智能家居、汽车、互联网等。

ZEALER

合作伙伴包括苹果、腾讯、

阿里、小米、三星、联想、大疆、特斯

拉、高通、飞利浦、京东、戴森、英菲

尼迪、凯迪拉克、沃尔沃、华为、方

太、索尼、卡萨帝等业内知名公司。

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 “科技大

IP

”来一起玩带货直播，相信是出自

格力电器方面精心筹划的结果。

对于格力而言， 正如之前董明

珠直播时所说， 希望通过新的形式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制造。 因此，以

“掌握核心科技” 为标签的格力，在

京东直播中秀出更多专业的 “肌

肉”， 通过评测师王自如的审视眼

光， 解构真正的产品力和科技创新

表现，或许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安排。

更有好事的市场人士猜测，格

力电器董明珠在京东直播的精心安

排、 出色战果或许不排除有资本大

鳄高瓴资本参与的可能， 这家全球

知名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去年冬天刚

刚豪掷

400

亿入主格力电器， 目前

还没有在公开场合看到更多参与的

痕迹。巧合的是，京东也是高瓴资本

曾经投资的经典案子， 而在市场上

高瓴资本素有撮合体系内投资项目

资源整合的传统， 通过互联网赋能

传统行业更是其拿手好戏。 如果真

如此，相信市场各方乐见其成！

翟超/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