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市中多一些“坐冷板凳”式的研究

证券时报记者 陈楚

在投资上有一句著名的话： 你所有

犯下的错，都是因为认知能力不到位；你

赚的每一分钱， 都不会超过你的认知范

围。 所以，要想把投资做好，唯一并且是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断提升我们的认知

能力，包括投资理念的不断完善，对宏观

经济、产业、个股、市场情绪的不断深入

认知，以及对人性的深度认知。

每一轮牛市都是我们获取超额收

益的绝佳机会， 但如何把握牛市里的牛

股？如何尽量减少操作，吃透牛股的上涨

带来的收益？ 这就需要我们投入大量时

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工作，并且提前布局，

而这种个股的精选， 等到牛市到来时已

经来不及了， 至少不会让我们捡到比较

便宜的筹码，唯有在熊市里发奋研究，才

能挖掘到牛股，并且提前进驻。

从本质上来说， 我们在投资上获取

的绝大部分收益， 都应该来自于熊市里

“坐冷板凳”式的研究。

投资最大的悲剧：

我们做反了

在熊市或者震荡市里， 严格来说，

大部分投资者是无法获取正收益的，能

够保本就很不错了，遗憾的是，很多投

资者在熊市里都在唉声叹气，看着自己

账户上的市值缩水，心情焦虑，自怨自

艾，或者频繁杀来杀去，甚至追涨杀跌，

心态非常浮躁。 而一旦到了牛市，我们

又忙于追热点，不知道哪些股票才是未

来的大牛股，心中一片茫然，手里的股

票涨一点后就急忙卖出，跌的股票又恐

慌杀跌，所以有句话说：牛市其实也是

最容易让人亏损的！

无论是科技股，还是医药股、消费

股，在这波调整之前，也就是两三个月

之前， 都经历了一波轰轰烈烈的大牛

市，翻倍的股票比比皆是，但是为什么

到今天为止，账户上亏损的投资者又比

比皆是？ 难道这波调整就把我们账户上

的收益全部吞噬了？

不是这样的！最大的原因，是我们因

为对手中持有的个股没有深度认知，持

股信心也就严重不足， 我们很多时候是

在追热点，本质上是在赌博，结果我们的

筹码都不便宜， 甚至很多人买医药股还

买在

8

月份的高点， 一旦遇到类似最近

两三个月的调整， 账户立马由盈利转为

亏损，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那些投资高手们，早在去年甚至更

早的时候就开始买入科技股和医药股、消

费股了， 他们因为对个股做了深度研究，

懂得如何给股票定价，知道手中的股票到

底便宜还是贵了， 持股心态就很平和，买

入的成本很低，即便遇到最近这波级别比

较大的调整， 他们的持股成本仍然很低，

账户仍然是赚钱甚至赚了大钱。

熊市里好好做研究，牛市来了，就赶

紧买入，甚至提前买入，然后拿着牛股不

放手，这样的投资者，一定可以赚到大钱。

大部分投资者的做法是： 熊市里心

情糟糕，无心做深度研究；牛市来了又东

奔西跑、追涨杀跌，调整一来，利润立马

灰飞烟灭。

做反了！没有逆人性去做，是我们始

终无法盈利的最根本原因！

熊市里管住手开动大脑

熊市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是不可能

获取太高收益的，

A

股一向是牛短熊长，漫

长的熊市里，投资者最应该做的是，好好

进行深度研究，首先圈定自己的能力范围，然

后圈定几只龙头股，长期跟踪下去，哪怕深度

研究的股票最终证明没有投资机会， 但对于

我们来说，收获其实也非常大，毕竟加深了对

行业的认知， 知道什么样的公司没有投资机

会， 从另一个方面也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

公司有投资机会，所以，在研究上付出的每一

份努力，最终都是有收获的。

一位笔者熟悉的老朋友，长期跟踪光伏

产业，至今已有十多年，他对这个产业和龙

头公司的了解， 甚至不亚于真正的业内人

士，前五年的时候，这位投资者重仓买入一

只光伏龙头股，即便在光伏行业几年前面临

最大的政策利空的时候，他都丝毫没有放弃

对重仓龙头股的持有信心，因为他太了解这

个行业和这只龙头股了，到目前为止，这位

投资人已经获取了超过

6

倍的收益！

既然熊市里获取收益难，那我们就管

住手，少交易或者干脆不交易，远离波动

的市场，心平气和地深度研究自己感兴趣

的行业和公司，等到牛市来了，你才知道

什么才是好股票，也才能在牛市里尽量少

换手，坚定持有重仓的股票，获取牛市收

益的最大化！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牛市里不要

做研究，无论牛市还是熊市，研究都是我们

一以贯之要做的。

投资

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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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公司的

笨办法和好办法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一位善于投资的男性友人

分享自己喜欢逛超市的原因，

主要就是为了看白酒和奶制品

市场销售。 作为长期持有白酒

和奶制品上市公司股票的股

民， 几乎每到一处大超市都会

针对性地去溜溜， 看看白酒市

场的价格浮动， 看看牛奶制品

专柜的上货以及走货情况，由

此来判断相关上市公司产品的

销售热度， 进而作为投资决策

参考的辅助信息。

实地考察

有助鉴别好公司

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最

好的办法就是亲自尝一口。 做

股票投资也不例外， 要想真正

了解一家公司， 有时候在研究

财务报告的同时， 不妨深入市

场一线去走一走、看一看、问一

问。看似办法很笨，但鉴别一家

公司好与不好， 亲身体验产品

或服务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经常在论坛上会看到一些

资深老股民的发帖， 到某商场

去蹲点观察产品销售情况，到

某门店亲身体验上市公司产品

服务，并由此得出一定的结论。

这类草根调研看似简单， 其实

蕴藏着颠簸不破的真理———那

就是百闻不如一见。 与其通过

上市公司报告或者券商研报翻

来覆去地说， 还是不如自己现

场去看一看体验一番， 是不是

真的如公司所说的那般好。

在现实中， 的确有老股民

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 加强了

对公司的了解， 打消了对公司

的疑虑，进而重仓持股、长期持

股赚到了大钱。

知名大牛股爱尔眼科就有

不少这样的铁粉股民，其中一名

铁粉级的投资者还曾被央视报

道，这位投资者起初之所以选择

爱尔眼科只因职业熟悉度使然，

历年来持股收益惊人，而多次实

地调研和现场交流，是他之所以

能够坚守抱住牛股的原因。

这位投资者关注到爱尔眼

科还是在十年前。

2009

年

10

月

30

日， 筹备达

10

年之久的

创业板开市， 一直在医院做眼

科医生的他一下子就注意到了

爱尔眼科。 但当时他对爱尔眼

科还存在一些担忧。

2015

年，

这位投资者所在的医院组织医

生去宁波爱尔眼科医院参观。

一直以来忙于工作的他总算找

到了一个机会实地体验爱尔眼

科医院的情况。 后来他又多次

参加了爱尔眼科医院的实地调

研和现场交流会， 彻底打消了

对公司的疑虑。 这位投资者觉

得，医院类上市公司特别简单，

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医疗服

务。医疗服务最好的观察方法，

就是去病房看一下病人多不

多，门诊病人多不多，甚至也可

以在大厅里面数人头， 就可以

知道这家公司的生意好不好。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在任

何报表上是看不出来。

中小投资者在获取上市公

司有价值信息渠道有限的情况

下，选择最笨的办法去一线亲自

体验不失为最经济、也最有效的

好办法。 事实上，这个笨办法在

投资大佬那里也备受推崇。高瓴

资本张磊在他的新书 《价值》中

也曾提及亲身体验、感同身受对

于价值投资的重要性， 他写道：

价值投资不是数学或推理，不能

纸上谈兵，必须像社会学的田野

调查一样，理解真实的生产生活

场景，才能真正掌握什么样的产

品是消费者所需要的、什么样的

服务真正有意义。据说下定决心

重仓腾讯， 就始于张磊和同事在

义乌小商品市场发现很多企业老

板、 政府官员在当时就把

QQ

号

印到了名片上，由此得出结论

QQ

这种商业模式市场广阔， 因为给

用户切切实实提供了有用的服

务、发挥了重要的价值。

作假公司

最怕“认真” 二字

如果说， 实地调研是鉴别公

司成色最直接的办法， 那么对于

那些弄虚作假的公司来说， 最怕

的就是“百闻不如一见”，特别是

对那些产品销售比较直观的公司

来说， 很可能直接去市场上走一

圈就能了解个大概， 甚至一举戳

破造假的谎言。

当然， 有些公司的产品或服

务在终端消费市场不那么容易接

触到，这类公司一旦造假，就比较

难发现， 比如当时獐子岛的扇贝

跑了， 就有市场投资者支招潜到

海底去实地找找， 说起来简单但

操作起来却不容易。 还有就是主

要业务在海外的公司， 这对于一

般的中小投资者来说， 要想在终

端市场获取真实的一手调研信息

都不是那么容易。

但凡事就怕认真， 历史上还

真有多个上市公司造假案例就是

被媒体或投资者较真去市场上草

根调研给戳穿的。 当年的胜景山

河造假上市案， 就源于市场和媒

体对于在一个没有黄酒饮用习惯

的地区诞生一家大型黄酒上市企

业的常识性质疑。 最后媒体兵分

几路， 对照上市公司披露的销售

收入大区，在华东、华南等多个大

中城市的超市、商场、酒楼一一实

地调研， 竟然发现在上述多个营

收贡献大区难觅这家黄酒拟上市

公司产品的踪影， 一招致命戳破

了造假上市公司的谎言。

当年的洞庭水殖造假案也是被

媒体记者亲临鱼塘，撒下一把鱼饵将

造假捅破。

2008

年夏天的某日，有媒

体记者在洞庭水殖鱼苗养殖基地的

鱼塘边撒下一把鱼饵，结果却是水面

如镜，未见鱼苗浮出觅食，洞庭水殖

的层层造假疑问则随着这一把鱼饵

逐渐浮出水面。经过媒体记者多方面

的调查了解，发现头顶“中国淡水养

殖第一股”美誉的洞庭水殖，存在着

多方面的造假嫌疑， 包括造假上市；

大股东以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上

市公司资产不真实；大股东高抛低吸

渔利投资者；上市公司增发“画饼圈

钱”等问题。 一家性质恶劣的造假上

市公司，被几把投入池塘的鱼饵彻底

打出原型。

当然， 随着个别上市公司造

假手法越来越高明和隐蔽， 以及

一些商业业态的特殊性， 并不是

所有的上市公司尽调都可以通过

脚踏实地的调研就能获取到真实

有价值的信息， 比如现在的一些

互联网公司， 对于平台日活、月

活、留存度、可交易变现用户数这

样一些偏后台的监测， 不是靠投

资者简单的市场一线走访就能够

获取的， 必须依靠一些权威的第

三方监测平台才能了解。 还比如

一些上市公司的产品要么在土

里，要么在海里，普通投资者，哪

怕是一般的机构都无法通过现场

观测的方式来求证核实信息。

然而， 即使再隐蔽的造假手

法， 也无法逃脱高科技查案的恢

恢天网。 比如之前引起轩然大波

的獐子岛扇贝跑了事件， 最终证

监会借助北斗导航定位系统，通

过獐子岛采捕船卫星定位数据，

还原了采捕船只的真实航行轨

迹， 进而复原了公司真实的采捕

海域， 最终揭开了獐子岛财务造

假手段的谜题。其实，这里的卫星

导航定位，是另一种实地调研，只

是穿上了科技的外衣！

价投不难 找到认可价投的钱很难

陈嘉禾

这两天我看到一个笑话， 充分说明

价值投资中最难的一件事， 可能不是价

值投资本身，而是找到能认可价值投资，

能经受住价值投资中各种风险的资金。

这个笑话相当有趣，就让我先引述一遍，

聊以为乐。

做时间的朋友

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农民， 给地主打

工。 地主说我每个月给你

200

斤大米做

工资，农民说不用了，你这样给我就行：

第一天给我

1

粒米，第二天给我

2

粒米，

第三天

4

粒，第四天

8

粒，以此类推，每

天翻一倍。地主心想有这种好事，这农民

傻了吧，就答应下了。

后来， 农民坚持了

7

天， 一共拿到

127

粒米，每天还要做重体力活，实在熬

不住就饿死了。

如果这个农民能坚持到一个月（

30

天）后，他总共能拿到

10.7

亿粒米。一般每

粒米重量是

0.02

克左右， 那么

10.7

亿粒

米就是

42800

斤，比地主开的

200

斤米多

了太多。但是，农民没坚持到最后，沉重的

工作压力让他在第

7

天就饿死了。

实际上，按照农民开出的条件，他到

第

22

天， 累计也只不过拿到

167

斤米，

还不如地主开的

200

斤米的价格。 农民

的收益主要在这个月的最后几天：第

28

天他会拿到

5368

斤米， 第

29

天

10737

斤， 而第

30

天他会拿到

21474

斤米，占

整个计划的大概一半。

这个笑话完美地说明了价值投资的

难处。尽管价值投资所依靠的复利因素，

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回报， 但是这种

回报却不是均衡到来的， 而是在长时间

以后逐渐产生的。 但是， 绝大多数的资

金，却忍受不了多长的时间。

价值投资三要素

说起价值投资， 其核心就是找到好

资产、 便宜资产， 然后持有足够长的时

间，静待价值回归。 在这三个要素中，找

便宜资产是最简单的： 估值是一件非常

容易判断的事情， 只要经过简单的培训

和仔细的分析，很快就能学会。

判断一个资产好不好， 则相对困难

一些，需要对商业的准确认知。这种认知

有时候还包含了一定运气的成分 （想想

马化腾早年曾经试图把腾讯公司卖掉，

就知道这种判断有多难），但是仍然是有

迹可循的。至少来说，即使我们难以判断

哪些资产是天下第一、举世无双的，通过

一些踏实的商业分析， 我们也可以轻易

地判断哪些资产是相对优秀的。

三个要素中， 最困难的就是持有足

够长的周期。 只要投资者对这个社会有

足够深入的了解， 对金融市场多接触多

了解，很快就会发现，在这个市场里，没

几个人愿意等上一个长周期。

一般来说， 在国内的主流机构投资

者中， 极少有机构能做到给员工几年的

时间作为考核周期。据我的了解，绝大多

数机构以

3

个月、甚至

1

个月为周期，对

基金经理和研究员进行考核。 能做到每

半年考核一次的机构都很少， 遑论以几

年为考核周期的。但是，对于价值投资来

说，想在每

3

个月里都保持领先的业绩，

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情。 这种资金属性

的短期性和投资方式的长期性之间的错

配，导致价值投资想找到匹配的资金，是

极度困难的。

机构投资者尚且如此， 个人投资者

就更不必说。目前，个人投资者所做出的

交易量， 仍然占到中国股票市场的绝对

多数。根据各个口径所做出的统计，个人

投资者的交易量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占比

达到

80%

到

90%

之间。 考虑到个人投资

者并不算太大的资金总量， 这种巨大的

交易占比， 背后一定有超高的换手率以

及超短的持股周期。 以许多个人投资者

两三个礼拜就全仓换手一遍的投资周

期，想要支撑价值投资超长的、最少两三

年起步的持有周期，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一位证券公司研究所的朋友，曾

经有一次跟我说起一个故事， 让我见识

到了个人投资者的持有周期可以有多么

短暂。 他们研究所有一次举办一个报告

会， 只针对佣金贡献量比较大的机构和

个人客户。结果来了一位个人投资者，佣

金贡献量确实不小， 但是一看账户资产

规模，却发现非常迷你。 仔细一分析，这

位投资者每年花在证券公司身上的佣

金，几乎相当于他本金的一半，与之对应

的是几乎每天都全仓交易。

“虽然他每天全仓换手的投资风格，

听了我们这种商业分析居多的报告会也

没什么用处，但是人家给公司交了这么多

钱，也不能不让人家来呀？ ”朋友如是说。

得天下的秘诀

价值投资虽然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投

资方法， 复利也是一种能让许多人变得

富有的盈利手段， 但是能坚持下来的人

却寥寥无几。价值投资中的最难点，往往

也不是真正的投资方法与技巧， 而是有

没有足够忠诚的资金， 支持价值投资的

实现。这就像楚汉相争的时候，看似起决

定作用的是前线带兵对峙的刘邦和项

羽，其实真正决定天下成败的，却是后方

的萧何。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最后

留下的主要两股势力，就是以彭城（今徐

州） 为中心的项羽势力集团， 和以关中

（今陕西西安附近）为中心的刘邦势力集

团。就军事力量来说，项羽有忠实的江东

集团和楼烦骑兵作为后盾， 其军队无论

从凝聚力还是军事素养上， 都超出刘邦

集团一大截。在楚汉争霸的许多战役中，

刘邦的军队都被项羽打得大败。

但是，坐镇关中地区的萧何，却依靠

富饶的关中和成都平原， 同时依仗居于

河流上游的运输优势， 源源不断为前线

的刘邦提供兵源、物资。 而坐观项羽，虽

然每战必胜，但是打一仗少一点人。最后

垓下一战，项羽大败，死前仰天长呼：“此

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我今天战败，并

不是因为我不会打仗啊！

百战百胜， 一败而失天下者， 项羽

也。百战百败，一胜而得天下者，刘邦也。

在这个历史教训里， 项羽虽然占了

“战斗技巧

/

投资技巧”上的绝对优势，但

是他的后勤，也就是他的“资金优势”，却

远远不如刘邦。而作战技巧匮乏的刘邦，

却在源源不断的后方支援下， 取得了最

终的胜利。

战争结束以后，刘邦大封天下功臣，以

萧何为第一。 群臣不悦，说我们身先士卒、

舍生忘死， 为什么居功反而在文官萧何之

后？ 刘邦这人说话也不客气，直接就说，你

们见过打猎吗？ 冲在前面那些是猎狗，后方养

狗带狗的是猎人。 你们就是那些狗，萧何就是

那个人啊！ “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 至

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打猎结束了论功

行赏，狗还能排在人前面吗？

在股票市场上的价值投资中， 虽然靠

谱的资金和价值投资者之间的关系， 没有

刘邦说的人与狗的关系相差这么悬殊 （刘

邦在历史上是有名的说话难听， 萧何形容

他是“素慢无礼，拜大将如呼小儿”），但是

能够长期坚持价值投资的资金， 其罕见程

度， 确实不亚于能够长期坚持价值投资的

投资者。 而只有资金和投资者能够做到珠

联璧合，价值投资才能被完美地执行下去。

有意思的是，尽管在股票市场中，我们

很少能看到长期的、追随价值投资的资金，

但是在房地产市场中， 这种资金却并不匮

乏。 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尽管在股票市场

中显得躁动不安， 但是一旦自己要买房子

的时候，就会仔细考虑地段、学区、房龄、户

型、小区物业、未来交通规划等等基本面的

因素， 同时仔细考量一个小区和边上其他

小区之间的质量、价格对比。 然后，一旦下

手购买物业，往往就能持有数年、乃至十多

年不再交易。

仔细想想，这样细致的调研工作，这样

长周期的持有物业， 难道不就是典型的价

值投资吗？ 那么，为什么在房地产市场上如

此的人们， 当他们的钱一旦进入股票市场

时，却又变得如此轻浮？ 这其中的差异，是

不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呢？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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