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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投资比亚迪有什么启示？
高质量发展典范
的国企样本
陈嘉禾
证券时报记者 万鹏
最近， 随着新能源汽车龙头比亚迪
股价上涨，美国价值投资大师沃伦·巴菲
特在 2008 年对比亚迪的一笔投资，暴赚
近 19 倍，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在 2008 年 10 月 ， 比 亚 迪 股 份
（
01211.HK）在香港市场发布公告，巴菲
特 控 股 的 MidAmerican Energy 公 司 以
每股 8 港元的价格， 认购了比亚迪股份
2.25 亿股股份。这里就让我们来看看，我
们能从巴菲特的这笔交易中， 学到哪些
有用的投资本领。
需要说明的是， 在 2008 年 9 月 24
日， 香港股票市场的比亚迪股份当时股
价为 8.03 港元，和巴菲特入股的 8 港元
相差无几， 因此我们基本可以用这一天
作为巴菲特当时入股价的近似参考，用
来进行之后复权价格的计算， 以便计算
比亚迪股份后来复权股价的涨跌幅和估
值变动。

从善如流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笔交易应该
不是巴菲特本人的决策，而是来自查理·
芒格的手笔。 芒格曾经对媒体表示，“
比
亚迪并不是巴菲特所熟悉的公司类型。”
但是，巴菲特听从了芒格的建议，决
定作出了这笔投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到大师的第一个特质： 在投资中绝不固
执己见，而是哪怕到了七八十岁的年纪，
在常人往往已经陷入自己一辈子的习惯
中无法自拔时，仍然能做到从善如流、择
贤是从。

买得便宜非常重要
现在，中国市场上的许多投资者，说
起股票来常常会说：不要买便宜的公司，
而是要买贵的公司。 因为便宜的公司必
然比较差，贵的公司自然有贵的道理。一
个公司能跟上潮流才会变得贵， 投资就
是要跟上潮流， 而不要买那些被时代抛
弃的便宜货。
尽管这些理论听起来好像头头是
道，但是实际上却完全站不住脚。对任何
一笔交易，付出更少的价格，永远是价值
投资的精髓。 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永
远是价值投资者战胜市场的法宝。 在巴
菲特对比亚迪的这笔赚了 19 倍的投资
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
从2008年 9 月 24 日到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比亚迪股份的前复权股价从 7.81
港元（
该前复权股价基本相当于巴菲特当
时 8 港元的买入价）， 上涨到了 156.6 港
元，股价变为原来的 20.1 倍。 那么，这 20.1
倍的股价变动中，有多少是从估值变动来
的，又有多少是从基本面变动来的呢？
根据 Wind 资讯数据， 在 2008 年 9
月 24 日，比亚迪股份的港股股价，对应
的 PB（
市净率）估值是 1.3 倍。 到了 2020
年 10 月 29 日， 同一个股票对应的 PB
估值是 6.3 倍，是 12 年前估值的 4.7 倍。
而用 20.1 除以 4.7， 我们可以轻松得到
之间对应净资产的变动，是 4.3 倍。
也就是说，在这笔 12 年股价上涨到原
来 20 倍的交易中，巴菲特从估值变动上赚
到了 4.7 倍的钱（
姑且不论巴菲特实际上没
有卖出， 这里我们仅以他的账面波动计
算），而从基本面变动上赚到了 4.3 倍的钱，
甚至少于估值变动所带来的收益。 看到这
里，我们还能说，投资的估值不重要吗？
对于一家有着广阔新市场前景、优
秀技术和勤奋管理层的新能源公司来
说， 比亚迪股份在 2008 年 1.3 倍 PB 的
交易价格，绝对不能算贵。甚至和今天内
地市场上动辄出现的 10 倍、 乃至 20 倍
的 PB 估值比较， 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便
宜。由此，也可以看出巴菲特对买入估值
的挑剔。 尽管这笔交易主要由芒格所促
成，但是可以看到，巴菲特也没有在估值
上给出了太大的让步。
其实，从近 20 年里巴菲特在亚洲所
做的几笔交易中， 包括买入中国石油 H
股的股票、买入韩国埔项制铁的股票、买
入日本最大的 5 家贸易公司等等， 我们
都不难看到“
低买、高卖”的投资技巧。对
于近千亿美元身家的投资大师来说，买
卖的价格和估值都如此重要， 我们市场
上的投资者， 又怎么能得意洋洋地宣称
“
我们投资不看估值”呢？

绝不追高：
比亚迪曾经是一只怂股
在市场上的许多投资者， 往往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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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热门的股票。 如果一个股票过去 3
个月涨了 30%，那么它看起来有点吸引
力。 如果 3 个月里涨了 50%，那么它值
得研究。 而如果一个股票在过去半年里
涨了 200%， 那么不少投资者可能想都
不用想，就会感受到买入的冲动。
但是， 当巴菲特在 2008 年买入比亚
迪股份的时候，比亚迪股份的股票却是一
只经典的怂股。 当时，这家公司的股价从
2007 年 10 月 31 日的 18.09 港元， 跌到
2008 年 9 月 24 日的 7.81 港元，跌幅达到
此处为前复权价格，因此 2008 年 9
57%。 （
月 24 日的 7.81 港元前复权价格，基本相
当于当时巴菲特买入的 8 港元）
在这家公司的股票下跌了 57%以
后，巴菲特在芒格的建议下，花大手笔买
入了这家公司。 反过来， 看看今天的市
场， 我们的投资者有多少在那些下跌了
一半以上的股票里掘金？ 又有多少人在
追高最近的大热门股？

义在利先：
对短期利润视而不见
对于巴菲特在 2008 年买入的比亚
迪，市场上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
在 2009 年的大涨中，他不把比亚迪的股
票卖了？
在 2009 年 10 月 23 日，比亚迪股份
的股价涨到 83.11 港元 （
以 2020 年 10
月 29 日计算的前复权价格）， 是巴菲特
买入价格、 即 7.81 港元前复权价格的
10.6 倍。 彼时，比亚迪的 PB 估值也飙升
到了 13.8 倍。 对于这样一笔一年赚了 9
倍的交易，为什么巴菲特不卖？
有人也许会说，战略投资往往有限
售。 但是，根据当时比亚迪的公告，“
认
购股份于其后销售或出售时，不须面对
任何禁售限制或任何其他限制。 ”这也
就是说，巴菲特的股票在当时是并没有
限售的。
另一种解释，是巴菲特买得太多了，
卖不掉。但是，比亚迪股票在当时的高价
持续了整整半年，而从 2009 年 10 月 23
日到 2010 年 4 月 7 日，也就是股价的高
位区域里，根据 Wind 资讯的数据，成交
金额达到 502 亿港元。 对于巴菲特 2.25
亿股持仓来说， 这个成交量足以让他从
容地卖掉自己的持仓。
还有一种解释， 是巴菲特非常看好
比亚迪的未来，即使赚了 9 倍都不卖。但
是，从比亚迪后来的股价走势上，可以看
到这种解释其实不太站得住脚。 在 2009
年的股价高点以后， 比亚迪股份的价格
在之后的 11 年里一直没有再超过这个
价格。 直到 2020 年随着股价一波大涨，
股票价格才再创新高。而且，对于任何投
资来说，1 年赚 9 倍、 公司估值在 2009
年最高点达到 13.8 倍 PB、107 倍 PE，都
是一个值得卖出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巴菲特不卖呢？难道他
糊涂了？
巴菲特绝对不糊涂， 这是一个生于
1930 年、在资本市场的起起落落里打拼
了无数个春秋， 从盈亏的血海刀山里走
出来的人。我们都能看到的，以及被后来
十几年股价证明了的明显的卖出机会，
这样一个经验老到的人，不至于看不到。
巴菲特没有卖出的唯一可能， 来自于他

和芒格对投资中的企业家精神的理解。
一方面，对于巴菲特来说，当时他投资
比亚迪的投资额大概相当于当时的 2.3 亿
美元。 而在 2009 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的总资产就达到 2000 亿美元，巴菲特本人
的净资产大概在 400 亿到 500 亿美元。 也
就是说， 比亚迪并不是巴菲特的一个大头
寸。 客观地说，在一个不大的头寸上，贯彻
涵盖企业家精神的投资，相对比较容易。如
果说巴菲特的总资产在一年内翻了 9 倍，
而他在极度昂贵的估值下还不卖出， 相对
来说就更难理解。
而另一方面，在巴菲特中后期的投资
中，他“
伴随企业共同成长”的理念，开始
纯粹买卖资产”的理念。 在这
替代早期的“
一理念下，巴菲特提出了许多伴随企业成
长的行动纲领，包括“
买入以后绝不干涉
企业运营”、“
做企业最好的陪伴者”、“
帮
助企业家的商业成长，而不是只赚金融利
润”，等等。
在这一伴随着企业家精神的投资宗旨
之下，当巴菲特在 2008 年买入了王传福的
比亚迪公司一部分股份以后， 他一定是看
中了比亚迪这家企业和其中蕴含的企业家
巴菲特在一些场合也表达过类似言
精神。（
论。 ）客观来说，同时由于这不是一个太大
的头寸， 因此在面对短期到来的 9 倍涨幅
时，巴菲特选择了商业中共同成长的义，而
不是金融投资中的利，也就可以理解了。
卖出这个赚了哪怕 9 倍的头寸， 对巴
菲特来说是九牛一毛，但是对比亚迪来说，
却是缺少了一位重量级的财务支持者。 在
自己的小利和朋友的大义之间， 巴菲特选

择了义。
在历史上，选择义的商人，绝不止巴菲
特一个。 在南怀瑾先生非常推崇的韩国历
史小说《
商道》里，18~19 世纪的朝鲜权臣
有谁知
朴宗庆， 在宴会上问自己的宾客：“
道，每天进出平壤城崇礼门的，一共有多少
个人？ ”大家众说纷纭，但是没人说得准。 后
来，一代大商人林尚沃说，只有两个人：一
个是利， 一个是害。 这些人要不对大人有
利，要不有害，仅此而已。
朴宗庆非常满意，便问林尚沃，那你是
姓利还是姓害？ 林尚沃说小人既不姓利，也
不姓害， 小人姓义。 我永远与大人休戚与
共，无论利害。 由此，林尚沃通过朴宗庆，成
为了朝鲜的一代巨商。
在历史上，林尚沃确有其人。 而有意思
的是，这位毕生贯彻“
义在利先”的朝鲜巨
商，死时身边只留下 20 元，其余财产全部
捐献给了国家。 而巴菲特也承诺要把自己
99%的遗产捐献给慈善基金。 这两位成功
的商人之间，远隔数百年的时空，却又如此
相似，实在发人深省。
从巴菲特对比亚迪的投资中， 我们可
以学到如此多的价值投资理念。 这些理念
中， 没有一条和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
“
追热点、炒估值”相吻合，却给价值投资大
师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而在获得了这
些财富之后， 巴菲特却又没有将这些财富
用在个人享受上， 而是让它们流向真正对
人类社会有益的事业。
这堂深刻而又鲜活的投资课程， 值得
我们每个价值投资者认真学习。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2007年 11 月 5 日，中国石
油在 A 股上市。 头顶当时“
亚
洲最赚钱公司”光环，中国石油
上市当日总市值触及 8.89 万
亿元的巅峰，创下 A 股史上市
值最高纪录， 至今没有公司超
越。而本周四，中国石油股价创
下上市以来的新低， 市值不足
7500 亿元，较 13 年前缩水逾 8
万亿元。
中国石油 A 股走势的节
节败退，除了当年牛市氛围下，
股价被严重高估， 存在很大的
价值回归空间之外， 公司经营
业绩的停滞不前， 甚至明显下
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最近 13
年来， 中国石油净利润高点出
现在 2010 年 （
1398.71 亿元），
低点为 2016 年，当年净利润仅
有 79 亿元。 今年上半年，中国
石油连续两个季度亏损， 亏损
总额近 300 亿元。 第三季度中
国石油单季盈利超 400 亿元，
使得前三季度净利润突破 100
亿元，一举扭亏为盈。
中国 石 油 今 年 以 来 的 业
绩大幅波动，与新冠肺炎疫情
的全球暴发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三季度的业绩回升，则主要
得益于公司能够抓住国内需
求回升的机遇， 大力调结构、
拓市场、降库存、挖潜力，使得
生产经营和盈利水平出现大
幅好转。
除了垄断行业之外， 在竞
争相对充分的传统行业中，也
涌现出一批高质量发展的典
范。其中，尤以华菱钢铁最具代
表性。
昨日晚间， 华菱钢铁发布
三季报， 实现净利润 48.37 亿
元，同比增长 39.08%，在钢铁
行业整体低迷的背景下， 这一
成绩表可谓相当靓丽。
华菱钢铁到底做了哪些
事，让经营业绩出现如此改观？
在今年的半年报中， 华菱钢铁
进行了详细的披露。 其中很重
要一件事是： 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助力新产品开发。上半年华
菱钢铁重点研发了新冠肺炎疫
情可能催生出的新的用钢领域
和国际国内重大项目工程用
钢， 如具有抗菌功能的不锈钢
材质钢管、 人工智能机器人用
钢、高铁、海洋工程装备、航空
航天基础零部件等关键用钢领
域，打破部分用钢领域的“
卡脖

子”技术。上半年，共 11 个品种
实现了国产替代进口。
许多国有企业优化人员
结构、减员增效仅仅停留在基
层，针对的是一线员工，而华
菱钢铁则把范围扩大至中层
管理人员。 今年上半年，公司
对年度综合评价排名靠后的
中层管理人员实行免职、降职
和减薪，免职 8 人、降职 5 人、
诫免及降薪 9 人。
实际上， 今年 7 月份华菱
钢铁发布半年报业绩预告后，
就不断有机构登门调研， 这其
中就包括睿远基金掌门人陈光
明，这也是陈光明 2020 年亲自
参加调研的 3 家公司之一。
治理结构不完善， 激励约
束机制不健全， 是国有企业的
一个天然的短板，长此以往，不
利于有效调动管理者和重要骨
干的积极性， 难以吸引和保留
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 随
着央企股权激励新规的推出，
部分企业也走在了前面。
10 月 24 日， 中国建筑发
布公告， 推出上限 10 亿股，最
高金额 76.6 亿元的大手笔回
购计划， 这些股份将全部用来
进行股权激励。 激励对象不超
过 2800 人，主要针对对于公司
战略目标的实现有重要影响的
关键员工， 主要包含对于实现
公司战略目标所需要的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中级管理人
员和关键岗位骨干员工。
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
场的基石。 近年来，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正在成为制度化的
工作。 今年 10 月 5 日，国务院
印发《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明确
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总体
要求，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
出了系统性、有针对性的部署
安排。 这也成为今后一段时期
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
纲领性文件。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本身， 任何企业都难以长期凭
借垄断的地位，躺着挣钱。从以
上三家公司的例子来看， 国有
企业只要接受变化，适应变化，
主动应对， 也能跟上时代的步
伐，获得高质量发展。

有一种预期叫“超预期”

证券时报记者 陈楚
本周是 A 股上市公司三季报披露
高峰期，从三季报的情况来看，业绩超
预期增长的股票大多是前期股价表现
优异并且最近也在持续上涨的品种，
而部分业绩不达预期的股票却立马
“
见光死”， 超预期成为个股持续上涨
的最大动力。 在中国经济面临深刻变
局的当下，A 股市场投资者对优秀投
资标的的最强烈需求，就是“
超预期”。

“超预期” 推升
股价持续走高
从三季报来看， 白酒、 医药、家
电、汽车、食品饮料、建筑建材、家具
用品、工程机械等板块是业绩高增长
的板块，这些板块也是今年以来牛股
辈出的“
主阵地”。 从二级市场来看，
只要三季报业绩超预期，第二天大概
率会有很好表现，这与以往业绩出来
后股价“
见光死”迥然不同，一方面，

说明投资者越来越重视上市公司实
实在在的业绩增长，炒概念越来越式
微；另一方面，也说明市场的透明度
越来越高，以往业绩高增长公告发布
之前，提前获取“
内幕消息”的投资者
会拉高股价，等到业绩增长正式发布
之后就逢高出货。
根据最新的三季报， 泸州老窖实
现 营 收 115.9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6%； 净利 48.15 亿元， 同比增长
26.88% 。 其 中 第 三 季 度 实 现 营 收
39.64 亿元， 同比增长 14.45%； 净利
15.95 亿元，同比增长 52.55%。 三季报
发布后，泸州老窖本周四涨停！山西汾
酒和五粮液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分别增
长 43.78%、15.96%， 这两只一线白酒
股本周周涨幅分别为 8.23%、3.26%。
医药板块的迈瑞医疗三季报归母
净利润大涨 46.09%， 本周股价大涨
8.96%；比亚迪本周更是大涨 15.24%，
三季报归母净利润涨幅高达
116.83%！ 扫地机器人龙头石头科技
本周飙涨 35.28%，三季报归母净利润
大涨 54.49%。
与之相反， 乳业龙头股伊利股份
本周五跌停， 该公司三季报归母净利
润增幅为 6.99%，低于市场预期，导致
股价大跌。

三季报已然成为近期影响上市公
司股价走势的最重要因素，本质上这
与 A 股市场驱动力转换有关。 年初疫
情发生以后，市场的主要驱动力是央
行释放的流动性，但流动性边际收紧
后，股票市场的内在驱动力转到基本
面，业绩增长就是最大的指标，上市
公司业绩即便持续增长，但低于预期
还不行，只有超过预期，股价才会持
续上涨。

投资策略需要
“因时而变”
不得不说，时代变了，以往炒小、炒
新、炒差的时代过去了，没有业绩支撑
的纯粹瞎炒在 A 股市场行不通了，价值
投资在 A 股市场越来越根深叶茂，退一
万步来讲， 价值投资即便出现了泡沫，
总比投机炒作的泡沫要好得多，既然市
场越来越追求“
超预期”，作为投资者，
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样的上市公司业
绩增长才能出现“
超预期”？
首先，从今年 A 股市场涨幅领先
的股票来说， 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
这就是这些牛股大多是各个行业的
绝对龙头！ 中国经济在经过三十多年
的高增长之后， 正在转向高质量发

展， 各个行业跑马圈地的时代已经过
去，正在转向精耕细作，行业集中度正
在加速提升， 擒贼先擒王， 要擒拿牛
股，最好的策略，就是紧抓个股行业的
细分龙头！
其次， 哪些行业业绩增长容易超
预期呢？ 一句话，符合政策导向和未来
产业发展趋势。 从 A 股市场的实际情
况，结合最新的国家最新规划，医药、
科技和消费就是未来最容易超预期的
“
金三角”。 以白酒、家电、汽车等为代
表的大消费行业过去牛股辈出， 今后
仍然会出现不少牛股， 尤其是在内循
环为主导的时代背景下， 消费行业的
空间越来越大，“
超预期”将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 随着科技自立自强的
步伐加快，以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行
业， 毫无疑问将出现一批龙头上市公
司。 而消费越来越科技化、科技越来越
消费化，比如智能手机和智能汽车，既
是高科技产业，也是消费产业，科技和
消费的互融互促， 将带来这些产业更
多的细分行业龙头公司脱颖而出。
基于此， 作为投资者， 最好的策
略，就是挖掘科技、消费和医药这三大
领域细分行业的龙头，密切跟踪，耐心
持有， 才有可能在接下来的牛市进程
中获取超额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