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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如何“跟着大鱼找小鱼”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在海洋类节目中， 不时会看到这

样一种现象，一条大鱼在前面“巡游”，

它身后紧紧跟随着一群小鱼， 数量多

时蔚为壮观。这是为什么呢？小鱼跟着

大鱼能混口饭吃？ 还是大鱼身后的水

流方便它们游泳？ 或是跟着大鱼比较

有安全感？

不论原因是什么， 比较肯定的就

是，循着大鱼的踪迹，多少能捞到一些

小鱼。 大鱼目标大，比较容易发现，但

真想捕捞到手却可能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情。相反，找到了大鱼这样一个比较

确定性的目标，跟在后面捕捉小鱼，可

能是一个不错的捕食办法。

寻找肥美的小鱼

资本市场上， 这个投资策略也不

失为一个好办法。 正如大江大河里最

大的鱼总是最容易被捕鱼的人发现，

资本市场上众所周知的大主题、 大概

念也最容易被投资者看到， 比如特斯

拉概念、苹果概念、华为概念，这些具

备大机会的主题投资机会往往标的众

多，也最容易被市场炒作资金所发掘。

因此，虽然看上去果子很多，但普通投

资者真想踏踏实实吃进肚子里， 对标

的的选择、上车时机的把握难度不小，

已经涨起来的担心追高， 没有涨起来

的可能又是大概念的成色不够。 所以

这一类大鱼身后追随的小鱼不那么好

吃，毕竟盯着的人太多。

循着这个思路， 倒是不妨把目光

越过这些超级大鱼， 投向那些体量庞

大、行业景气也还不错，然而在股价表

现可能不那么耀眼的一般大鱼身后去

找找宝藏，或许成功率也还不低。

比如地产行业，体量足够庞大，受

政策影响， 近来一些地产龙头公司本

身股价表现并不算出彩。 但并不妨碍

这些大鱼的身后有肥美的小鱼， 江山

欧派就是隐身在恒大、 万科这些地产

巨头背后的一条活泼乱跳的小鱼。

作为国内首家木门上市公司，江

山欧派持续取得了不错的经营业绩。

2019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1

亿元，同比增长逾七

成。 而这，已是公司自

2013

年以来净

利润高速增长的第七个年度。去年，公

司销售木门合计

221

万套， 同比多销

售约

60

万套。

究其原因， 应该主要得益于江山

欧派的营销优势， 公司的营销主要通

过工程渠道和零售渠道两种途径销

售， 工程渠道的对象是地产商和装饰

装修公司。截至去年底，公司已与恒大

地产、万科地产、保利地产、旭辉地产、

中海地产、阳光城、新城控股等国内主

要地产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正

是因为背靠上述一大波国内知名房地

产龙头企业， 确保了工程渠道稳定持

续的收入增长。

二级市场上， 上述地产巨头的股

票大多乏善可陈， 但江山欧派的股价

却是一路走高， 最新股价达到了

150

元以上， 较年初上涨幅度超过了

150%

，可谓货真价实“闷声发大财”的

大牛股。 这样的投资机会可能不如特

斯拉概念、苹果概念那般炙手可热、博

人眼球，但胜在“润物细无声”，最终让

人赚钱才是硬道理。

背靠新城控股的物业股新城悦服

务也是一例典型，

2019

年新城悦服务

总营业收入为

20.2

亿元， 同比增长

72.5%

； 毛利润为

6

亿元， 同比增长

73.9%

； 净利润为

3

亿元， 同比增长

82.9%

，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2.8

亿

元。 合约管理面积为

1.53

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

36.2%

， 在管面积为

6015.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0.3%

。

在资本市场上，新城悦服务

2019

年股价全年涨幅达

216%

， 在已上市

物企中涨幅排名居前。 同期新城控股

的股价虽然表现也不错， 涨幅达到了

70%

， 但相较于物业公司的表现相差太

远。 碧桂园和旗下物业公司碧桂园服务

也类似， 物业公司股价大幅跑赢背靠的

地产上市公司。

一方面固然有赛道的原因， 这两年

来地产股不受市场资金待见， 地产服务

则颇受追捧。但不可否认，物业服务公司

不俗的业绩增长证明循着大鱼可以捞到

肥美的小鱼。

不仅仅是在地产行业， 在其他行业

也有经典的验证。 比如背靠海底捞的颐

海国际。 颐海国际的主要产品包括火锅

调味料、 中式复合调味料和方便快餐等

品类，经销商、电商和餐饮客户等则为第

三方销售的主要渠道。 相较于颐海国际

在港股市场的长牛表现， 从上市之初的

两三块钱涨到了目前的六十多块， 普通

的消费者可能对它产品的了解并不多。

但颐海国际有一个很重要的看点，

就是站在海底捞的肩膀上。 颐海国际发

布

2019

年业绩公告显示，颐海国际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2.83

亿元， 同比增长

59.7%

；实现净利润

7.95

亿元，同比增长

45.1%

。其中，公司与海底捞产生年度销售

收入为

16.63

亿元，同比增长

41.4%

。

毫不夸张地说， 是海底捞撑起了颐

海国际的小半壁江山， 颐海国际股价大

幅走牛的军功章里应该有海底捞的一

半。钟爱海底捞火锅的老饕们，要是有这

个意识， 早早循着海底捞发掘了这么一

个投资机会， 估计赚取的收益去吃火锅

是吃不完的。

背靠大树也有风险

资本市场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当然也并不是说跟着大鱼捞小鱼的办法

稳赚不赔， 只是提供一个发掘投资标的

的思路和办法。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的

投资策略也有其风险的一面， 那就是反

过来也可以理解为对单一大客户依赖程

度过高，意味着“吊死”在一条大鱼后面

吃不到小鱼的风险也不小！

当下A股市场赚钱的“难”与“易”

证券时报记者 陈楚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

不断影响，

A

股市场近期主要在

2900

点下方震荡，以存量博弈为主，成交量

始终未能有效放大， 医药和消费成为

A

股近期上涨的绝对主力， 从医药和

消费品的上涨来看，赚钱似乎很容易，

但从其他板块来看，比如银行、保险和

科技股始终未能形成上涨效应， 赚钱

似乎又很难。只能说，这是存量资金博

弈下的典型特征， 投资者只有看清这

一点，才有可能获取正收益。

医药和消费品

为什么这样火？

迈瑞医疗、昭衍新药、康龙化成、

药明康德、泰格医药、贵州茅台、五粮

液、桃李面包、绝味食品……尽管不断

有市场分析提示风险， 说医药和消费

品的估值太高了，无奈的是，这些板块

的股票根本不理会这些 “善良的声

音”，股价新高复新高，涨得让你惊掉

下巴， 让持有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喜不

自禁， 也让始终不敢上车的投资者后

悔不迭。

医药和消费品一般什么时候最容

易起来？就是熊市或者震荡市！在熊市

和震荡市里， 增量资金不敢轻举妄动，

存量资金也不敢瞎折腾，因为弄不好就

会损兵折马，医药和消费品就是最为典

型的防御性资产，比如高端白酒、医疗

器械，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基本不受经

济下滑的影响， 业绩一直都是稳定增

长，即便业绩暂时有所下滑，但预期不

会差，而且往往是经济下行期，消费提

振和消费升级的政策不断，反而给医药

和消费品提供政策上的利好。

另一方面， 最近几年外资大举进

入

A

股市场，外资最青睐的，就是现

金流稳定、容易看懂、符合未来经济发

展趋势的资产， 而医药和消费品就非

常容易进入外资的“法眼”，比如医药

行业里的

CMO\CRO\CDMO

这个赛

道，外资就很看好，有个龙头股还被外

资买到了“警戒线”。

第三， 目前

A

股市场主要是存量

资金博弈， 存量资金博弈的典型特征，

就是结构性行情。 银行、保险、煤炭、钢

铁这些周期性股票很难在经济下行期

有好的表现，业绩稳定增长的医药和消

费品是存量资金最喜欢的投资品种。

第四， 在互联网科技的高速发展之

下，各种消费新业态、新零售、新商业模式

层出不穷，比如社区电商、直播带货的兴

起，也让化妆品等行业重获生机，行业加

速洗牌，带来消费品领域新的投资机会。

个人投资者

赚钱越来越难

眼睁睁地看着医药和消费品股票一

路上涨，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最容易出

现的情况是：

1

、总觉得涨得太多了，始终

不敢上车， 于是看着医药和消费品一路

上涨，也一路后悔；

2

、实在受不了踏空的

难受，勇敢上车了，但一买进去，股票就

开始调整了， 在极度害怕高位大跌的惊

慌中， 立马跑路或者小有盈利就兑现走

人。所以这轮医药和消费品的大牛市，是

机构投资者的盛宴， 与大部分散户是没

有关系的。

而且，即便是医药和消费品的牛市，

也只是龙头股的牛市，无论白酒，还是休

闲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基本上都是

少数龙头股在涨， 非龙头股涨幅很小甚

至还远远跑不赢指数，于是，

A

股市场的

结构性牛市， 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

的少数龙头股上面， 这也是个人投资者

在这样的市场很难赚钱的原因。

银行、地产、煤炭、钢铁甚至券商等

非银金融行业， 这些周期性比较强的资

产，主要赚的就是经济上行期的钱，经济

基本面改善， 出现向上拐点或者直接处

于上行期， 周期性资产就赚企业盈利提

升和估值提升的钱，可谓“戴维斯双击”，

目前经济明显处于下行期， 所以周期性

资产主要赚的就是估值超跌修复的钱，

这样意味着周期性资产目前基本上没有

大的机会；对于科技股来说，国产替代和

自主可控是最大的投资逻辑， 但中美贸

易摩擦不断， 科技股上涨的逻辑很容易

被“中途打断”，科技股更多是波段性的

机会； 而对于当下最热的医药和消费品

资产来说，业绩将继续持续稳定增长，只

不过现在估值确实不便宜了， 估值过高

成为医药和消费品目前继续上涨最大的

阻力，也是最大的潜在风险。

医药和消费股还能上涨多久？ 可能

谁也说不清楚，在一个存量资金博弈的

市场里，很多现象会走极端化。 但不可

否认的一点是：无论多么极端化，股票

的价格始终会围绕内在价值上下波动，

这一点是不会被打破的。 身处这样的市

场，对于投资者来说，行业和个股的研

究越来越重要，我们赚市场系统性机会

的钱，这样的概率越来越小，未来的我

们，如果想从股票市场赚钱，更多将只

能赚研究和耐心的钱， 只能赚智慧的

钱，而不是运气的钱。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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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中的

正循环与逆循环

陈嘉禾

在资产管理工作中， 许多人会

认为， 投资结果的好坏仅仅取决于

投资技术的高低， 只要投资经理脑

子够聪明、或者运气够好，就能做好

投资。实际上，在资产管理中形成优

秀的“正循环”，也是取得更好投资

成果的重要因素。反过来，如果资产

管理者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形成

了糟糕的“逆循环”，那么即使拥有

高超的投资技巧， 其工作结果也会

大打折扣。

简单来说，这种“正循环”和“逆

循环”的区别，来自于如何在资产管

理工作中， 正确处理投资结果和投

资者所能承受的压力之间的关系。

对于资产管理者来说， 只要其资金

来源并非自有， 那么就必须正视其

所代表的投资者所能承受的压力，

也就是著名价值投资者、 睿远基金

总经理陈光明所比喻的“副驾驶”的

感受。

由于任何一种志在取得更高回

报的投资方法， 都不可能保证在任

何时候顺风顺水 （唯一在任何时候

都能顺风顺水的投资方法， 大概只

能是存银行了， 但是回报率少的可

怜），因此资产管理者必然在某些特

定的时候，受到来自投资者的压力。

指望通过一些 “全天候” 的投资方

法， 让投资者在任何时候都不感受

到逆风行驶的压力， 是几乎不可能

实现的。

正循环的形成

这时候，在一个典型的“正循环

过程”中，资产管理者在投资开始之

前， 已经充分对投资者进行了风险

揭示和投资教育， 充分让投资者意

识到可能产生的风险： 这是形成一

个“正循环”状态的第一步。

在这种充分的风险揭示下，资

产管理者接受到的资产会更多的来

自于 “能够接受市场风险的投资

者”，而不能够接受风险的投资者则

会自然离开。 同时，试图形成“正循

环”的资产管理者，只会管理在投资

者所能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小部分的

钱。 也就是说，在投资开始前，一个

典型的“正循环”需要资产管理者把

投资者这个“副驾驶”的安全带绑到

最牢固的状态。

在这种“正循环”的状态下，当

市场出现与资产管理者的投资策略

相违背的逆风时， 尽管资产管理者

仍然会受到来自投资者的压力，但

是由于风险揭示足够充分， 管理的

资产对于投资者来说并不是赌上身

家性命般的孤注一掷， 投资者这个

“副驾驶” 的安全带绑得足够牢固，

因此投资者并不会因为一时的逆

风，就给资产管理者过大的压力。

在这种小压力的状态下， 资产

管理者就不需要因为来自投资者的

压力，而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这时

候，“正循环” 的第二个步骤就开始

出现： 由于资产管理者能够坚持自

己的投资策略，可以做到“将在外而

君令有所不受”， 那么在长期来说，

他必然更容易施展投资技巧， 获得

相对更好的投资回报。

而这种在长期来说相对更好的

投资回报，就会开启“正循环状态”

的第三个步骤。 由于投资者最终从

资产管理者这里得到了更好的回

报，两者之间的信任会进一步加深。

同时，由于更好的业绩、以及随之而

来的更大的名声， 资产管理者也能

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如此，一个完

整的“正循环”就形成了。

在一些优秀资产管理者身上，

我们不难看到努力经营这种 “正循

环”的工作。举例来说，沃伦·巴菲特

先生在事业刚起步时， 仅接受来自

亲朋好友的投资， 并且给出了著名

的“巴菲特条款”，让投资者必须在

完全认同他的理念的情况下， 才能

参与投资，否则他不会要这些钱。

同样， 内地市场著名的价值投

资机构睿远基金， 在成立以后发行

的多个产品中， 都采取了 “长锁定

期、高门槛或者小比例配售”的发行

策略。 这种发行策略可以最大限度

保证投资者这个“副驾驶”的安全带

的牢固程度， 从而形成资产管理工

作中的“正循环”。

不过，资产管理中的“正循环”

固然在长远来看，是一个非常优秀、

稳妥的策略，但是却需要付出“更小

的当前规模”的代价。 也就是说，为

了达成正循环的状态， 为了让投资

者这个副驾驶的 “安全带” 更加牢

固， 资产管理者必然会接受更少的

资金， 因此也会收到更少的管理费

和业绩提成。从巴菲特早期“只管能

够认同自己理念的投资者的钱”、睿

远基金的“长锁定期、高门槛和小比

例配售”的策略来看，为了获得正循

环的状态， 他们都损失了大量的当

期管理费。

谨防“逆循环”

反之， 如果资产管理者不肯付

出一部分当前管理规模和管理费的

代价， 而是 “什么投资者的钱都肯

接、多少投资者的钱都肯要、风险提

示走个过场就行”，那么虽然可能在

当前扩大了管理规模， 却有可能因

此走入一个“逆循环”的状态。

在一个典型的“逆循环”中，资

产管理者在最开始接受了来自投资

者的大量投资。 这些投资虽然在当

时带来巨额的管理费用， 但是出钱

的人并不真正了解自己会碰到多少

风险， 所出资的比例也高于自己能

承受的风险范围。

在这样的投资开始之后， 如果

遇到顺风，那么万事大吉。 但是，一

旦投资遇到逆风， 那么投资者立即

会对资产管理者施加巨大的压力。

而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下， 资产管理

者将无法按自己的方法进行投资，

势必要向因为市场变动而带来的压

力妥协，从而出现该买的时候不买、

该卖的时候不卖的情况。

由此， 资产管理者的长期业绩

会受到折损， 原始的投资者也会离

开。而随着管理费的降低，资产管理

者不得不继续向投资者低头， 继续

对自己的投资策略打折扣。由此，资

产管理工作就开始进入一个典型的

“逆循环”状态。

我曾经认识一位朋友， 在创办

了一家私募基金以后，在

2015

年牛

市中接了一大笔投资人的钱。 这笔

钱之所以在当时涌入二级市场进行

股票投资， 并不是因为投资者对股

票市场有多少了解， 而仅仅是因为

“看到身边的人都在赚钱，所以也要

买相关的产品”。

结果， 当市场在

2015

年初夏

时走向疯狂时，我的朋友看到了风

险、降低了仓位，但是他的投资者

却不满意低仓位带来的低涨幅，要

求他必须满仓，否则就撤资。 无奈

之下，这位朋友只好把仓位加到八

成， 勉强满足了投资者的要求，却

在后来

2015

年夏天的市场暴跌中

损失惨重。

而到了

2016

年年初，当市场下

跌了巨大的幅度以后， 他想把剩下

的两成仓位也投入市场中抄底，却

又一次受到了投资者强烈反对。 这

一次， 他的投资者已经被市场吓破

了胆子， 不断要求他只保留二到三

成的股票仓位。 在这样的资产管理

者与投资者关系中， 尽管拥有丰富

的投资经验，但是想取得好的、甚至

是一般的投资业绩， 也必然是绝无

可能的事情了。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

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 思国之安

者，必积其德义。 ”在资产管理工作

中，形成“正循环”的状态，虽然会导

致在一开始时管理规模变小、 管理

费降低，但是却能保证长远的发展。

反之，如果为了资产管理规模，放任

“逆循环”的状态出现，那么即使资

产管理者水平出众， 也难免在长期

投资中受到种种掣肘， 从而无法发

挥自己高超的投资技巧。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