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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真的不重要？
机构抱团与资产荒
陈嘉禾
对于那些有经验的投资者来说，在
市场里待久了， 他们往往会注意到一个
现象， 那就是市场上经常有人说：“
估值
不重要。 ”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投资来说，估值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极度少数的几个例
外案例，恰恰说明估值的普遍重要性。这
个问题其实很容易想明白， 买入的价格
越低，自然获利的概率越大。既然我们在
网络购物、逛超市的时候，都喜欢打折的
商品，那么为什么在证券投资中，我们反
而会喜欢更贵的投资标的呢？

桂浩明
新年伊始，“
机构抱团” 成为
市场热议的一个话题。 其背景在
于当下出现了指数连续上涨，但
个股则大面积下跌的局面， 而指
数之所以能够上涨， 主要原因在
于部分高估值的蓝筹股保持了向
上的态势。 而这些高估值的蓝筹
股中，都有机构投资者的身影，并
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机构投资
者重仓持有 （
持股比例普遍超过
其自由流通股的 30%）。 于是，也
就有人把这样的行情称之为 “
机
构抱团”行情。 客观上，由于多数
投资者并不持有这类高估值的蓝
筹股， 因此在这波行情中是赚了
指数却赔钱， 所以对此难免有所
抱怨。 同时也有市场分析师开始
研究“
机构抱团”的合理性以及是
否能够长久的问题。
在这里， 人们不妨先讨论一
下这样一个问题： 机构投资者为
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重仓持有高估
值的蓝筹股。 蓝筹股被机构投资
者看好，这很自然，但是当其估值
已经比较高的时候， 为什么还是
被很多机构投资者看好呢？而且，
现在机构投资者是来自于四面八
方，其性质也有很大的不同，在风
险偏好上更是存在不小的差异，
但却还是前赴后继地去买这些高
估值的蓝筹股， 这不能认为是一
种偶然的现象， 而是有其内在的
原因。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 尽管
会有不同的投资风格， 但普遍的
还是追求长期稳定的收益， 因此
对于投资标的， 会重点考察其业
绩的持续性、成长性，公司在行业
中的地位以及行业的景气度，以
及相应的治理结构、管理水平等。
按这样的标准来进行严格的筛
选，在所有上市公司中，各方面条
件都较为符合的，恐怕为数不多。
好多年前， 有人戏称中国的上市
公司里只有“
一打”有投资价值，
这固然有点夸张， 而且这么多年
过去了， 优秀的上市公司数量还
是增加了不少， 但就其绝对数而
言，显然还不是太多。
即便只是以净资产收益率明

估值不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环顾四周，会发现市
场经常会对我们说，估值不重要。让我们
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些例
子不胜枚举。
在国际市场上，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美国的漂亮 50 泡沫中，人们说这些优
秀的公司会永远伟大下去， 因此估值不
重要。在 1989 年日本地产和股票市场泡
沫中，市场上流行的言论，是日本的经济
会继续腾飞，因此高估的估值不重要。在
2000 年美国科技股泡沫中，人们说网络
科技会改变未来（
其实说的没错），因此
估值不重要（
大错特错）。而在 2008 年全
球金融危机之前， 这个危机的罪魁祸
首——
—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 被认为
是依靠复杂的数学模型第一次抹平了金
融市场的风险， 因此估值 （
衍生品的风
险）不重要。
而在中国市场， 事情也是一样。 在
2007 年股票市场泡沫中，人们说中国经
济未来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
说的没错），
因此股票的估值不重要 （
后来大家都知
道发生了什么）。 在 2015 年创业板和小
公司泡沫中， 人们说这些公司是经济的
未来，因此估值不重要。 而在同一时期，
尽管一些分级基金的 B 类份额已经出
现了巨大的溢价， 但是市场主流声音还
是说，这些杠杆十分稀缺，因此估值高一
点不重要。到了最近，虽然不少热门股的
市盈率）、甚至更
估值已经达到百倍 PE（
高，但是市场主流的声音再次说，估值不
重要。
熟悉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会知道，估
值其实非常重要。 优秀的投资往往以非
常低的估值为开端， 而高估的资产常常
不能给投资者带来良好的长期回报。 但
是， 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经常听到人们
说“
估值不重要”呢？为什么听到说“
某某
资产最近又涨了多少”的声音很多，看到
仔细计算估值的分析却很少呢？

舆论主导市场
其实，市场为什么总对我们说“
估值
不重要”， 这并不是一个投资学问题，这
是一个社会传播学问题。 从这个角度考
虑，我们就会想清楚了。
在资本市场上， 最占领舆论风口的
资产， 永远不是在未来最有潜力上涨的
资产，而是最近涨幅最多的资产。当一种
资产，无论是股票、基金还是债券，在短
期价格上涨了许多以后， 它会让所有加
入的人都赚得盆满钵满。这时候，强大的
盈利效应， 会让这种资产处于舆论的风
口浪尖上： 人们总是喜欢谈论那些赚钱
的事情。
也就是说， 当一个资产占据了舆论
的风口时， 往往就意味着它已经涨幅巨
大，估值往往也比较昂贵。市场对一种资
产的主流看法，和市场的主流交易行为，
永远是一致的， 因为指导市场的主流交
易行为背后的思想， 恰恰正是市场的主
流看法。 这种主流看法一边指导投资者
的交易行为，一边主导市场的主流舆论：
这就和力气再大的人， 也没法拎着自己
的头发，把自己从地面上拽起来一样。
所以， 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总是听
人们说“
估值不重要”？ 这完全不是因为
估值真的不重要， 而是因为只有涨得多
的资产，才会占据舆论的中心。而在卖出
这种资产之前， 人们一定会为自己找理
由，解释继续持有是安全的。 这时候，市
场的主流声音就一定要对你说： 估值不
重要。
尽管几年以后物是人非，当年“
估值
不重要”的理论往往都被市场行情打脸，
高价买入的投资者经常会亏损， 或者多
年赚不到钱， 但是又有谁记得当年的市
场舆论呢？ 有谁会抱起多年以前的旧报

纸，翻翻当年的市场声音是如何的呢？市
场的主流声音会再次被新的涨幅巨大、
估值昂贵的资产所占据， 人们听到的流
行分析，也就永远是“
估值不重要”。

学会独立思考
“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
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德
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黑格尔如是说。
其实，理性的投资者会意识到，对于
市场上最流行的理论， 最重要的不是听
这些理论说了什么， 而是理解这些理论
为什么流行。这就像沃伦·巴菲特曾经说
的一样：“
预言往往并不会向你揭示未
来，而只是向你描述预测者本身。 ”
关于巴菲特的这句话， 一个最经典
的市场案例就是“
投资者观点调研”。 所
谓投资者观点调研， 指的是问投资者对
于市场未来如何看，比如问“
你觉得股票
市场接下来会涨还是会跌？”当我们得到
一个答案，比如 95%的投资者认为股票
市场下面会涨、5%的投资者认为会跌，
我们应该据此认为市场更容易上涨吗？
不，事情恰恰相反。
什么样的投资者会认为市场容易
上涨？ 是仓位已经很重的投资者：不会
有多少人一边认为市场将来会上涨，一
边还不买股票的。 而什么样的投资者认
为市场会下跌？ 是那些已经卖掉股票、
拿着许多现金的人：很少有人会一边认
为市场要跌，一边还抱着一堆股票而不
持有现金。
那么，当 95%的投资者都高仓位持
有股票、认为市场上涨，只有 5%的人手
上现金更多的时候， 市场将来上涨的买
入资金，又从何而来呢？
对于聪明的投资者来说， 明白了市
场为什么总是对自己说，“
估值不重要”，
也就会明白这个问题的反面， 那就是为
什么当市场出现巨大的估值洼地时，没
有几个人会在市场上说“
估值很重要，因
此这是一个好的投资机会”。估值低的资
产往往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大幅下跌，大
幅下跌带来市场的冷遇和抛弃。 而市场
主流的力量， 是永远不会一边卖出一种
资产，一边又对自己说“
现在的估值很低
很重要”。
在 1979 美国股票市场大底的时候，
人们说 “
石油危机会扼住美国的命脉”，
因此再便宜也不用看； 在 2005 年 A 股
市场大底的时候，市场说估值虽然低，但
是因为制度原因， 股票不值得投资；在
2008 年全球市场最惨淡的时候，人们说
全球金融体系要崩溃了， 因此不值得投
资，再低估都没有用；在 2014 年内地蓝
筹股市场估值极低的时候， 大家说大公
司的效率会持续下降， 因此估值再低也
不行；在 2016 年香港市场极端便宜的时
候，人们说人民币体系不稳定，因此香港
市场再便宜也没用。
对于聪明的投资者来说， 我们应该
记住这些历史上的声音， 记住市场的主
流声音永远会对你说：“
估值不重要”。但
是，如果光听市场上主流的声音，然后回
办公室点点鼠标下个单就能做好投资的
话，那么投资这个工作，将是世界上最简
单的工作。 只有那些独立于市场思考之
外，拥有自己冷静而理性判断的投资者，
才会是投资世界的长期赢家。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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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超过全市场平均水平、 负债率
基本合理且有必要的研发投入这
三个指标来衡量，4000 多家上市
公司中， 恐怕有一半以上是不符
合的。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公司就
是不好的公司， 它们中有的情况
也在逐步得到改善。 但不管怎么
说， 上市公司总体质量还有待提
高，这是很客观的事实。也因为这
样，不久前监管部门专门行文，要
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并且强
调， 不符合上市要求的公司坚决
予以退市。
上述状况，实际上也是给市
场作出了这样的提示：在当前的
资本市场上是存在资产荒的。 这
也就是说，优质的、可让投资者
放心大胆地长期持有的蓝筹股
公司数量太少。 这样一来，在不
断强调价值投资的氛围下，机构
投资者的资金就会重点流向这
些蓝筹股，于是也就造成了它们
的估值被不断抬高。 所谓的“
机
构抱团”， 其实说到底就是资产
荒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机构
投资者的抱团是不得已的，如果
市场上存在很多值得投资的好
公司，那么何必再去买那些已经
被同伴推高的公司股票呢？ 因
此，人们与其抱怨“
机构抱团”这
种现象，不如反思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局面。
当然，再好的蓝筹股，如果价
格无休止上涨，与其基本面明显背
离了，这个时候机构投资者如果还
是继续抱团，那么就不是价值投资
了。 问题在于，现在的那些蓝筹股，
是否真的估值都非常不合理了呢？
在低利率的背景下，投资价值是否
只是参照股息率，这显然是一个值
得讨论的问题。
不过，市场是动态的，蓝筹
股的队伍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特
别是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改变，也
一定会有新的优质股票产生，
“
资产荒” 的局面也会得到某种
程度的化解。 成熟的机构投资
者，不但是要紧紧抱住那些得到
市场公认的蓝筹股，更应该发挥
自己的专业优势，去寻找、挖掘
那些未来有望成为蓝筹股的品
种。 发现新蓝筹股无疑是要比投
资现有蓝筹股困难，也更有挑战
性， 但如果在这方面取得成果，
不但会收获比抱团更好的投资
效益， 同时也是对资本市场、对
实体经济作出了贡献。

预测后市到底有何意义？

陈楚
岁末年初， 股票市场上的各类投
资者， 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预测大游
戏，有预测后市走向的，有预测“
2021
年十大金股”的，媒体上充斥着类似的
预测，很是吸引眼球。 遗憾的是，从过
往的各种预测来看，真正预测准的，可
谓少之又少，能持续几年预测准的，几
乎没有。偶尔某个年度预测对了的，也
不排除蒙对的成分。
那么， 如何看待股市上的各种预
测呢？ 这些预测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有
何意义呢？

股市能够预测吗？
为什么岁末年初各类机构和投资
者热衷于五花八门的预测呢？ 本质上
来说，中国人喜欢一年到头了，来一番
各种总结；其次，大家都来一番总结，
偶尔谁不整一下总结， 好像少了点什
么，或者落伍了似的；最后，来点年终
总结，展望预测一番，也可以吸引一下
人气，对品牌影响力也有好处，至少，
可以刷刷存在感。基于以上几个原因，
每逢岁末年初，各类机构的预测，轮番
上场、好不热闹！

不禁要弱弱地问一句： 股市真的
可以预测吗？或者换句话说，股市可以
预测得准吗？
这个问题， 还真得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如果说 A 股市场未来会怎么样？
把预测的时间跨度拉长一点来看的
话，我觉得预测准确是毫无疑问的。比
如，A 股市场未来肯定会上涨的，长期
投资、理性投资是一定可以赚到钱的。
未来股市在投资者资产组合中的比例
一定会越来越高的。 股市未来给投资
者的回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再比如，
机构投资者的话语权一定会越来越大
的， 散户买基金的比例一定会越来越
高的。科技、消费和医药一定会越来越
强的，牛股会诞生更多！
这些带有未来方向性、 趋势性的
问题，当然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是可以
预测得准的。问题是，如果把预测的时
间跨度缩短为一年， 预测的准确度如
何呢？
众所周知，股票市场，包括个股的
走势，是受到流动性、基本面、情绪面
等多方面影响的，比如白酒股 2020 年
涨这么厉害，相信 2019 年底的时候大
部分投资者都没预测到； 新冠肺炎疫
情对全球经济和股市影响如此大，也
是 2019 年底绝大多数投资者预测不
到的。
所有的预测，都是根据当下和过去
一段时间对未来进行推断， 问题是，未
来的走向一定是基于未来具体一些时

间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流动性，基于过
去推测未来的股市，本质上是失效的。
比如流动性， 央行到底何时会收
紧流动性？ 流动性边际收紧的信号什
么时候出现？ 这些其实是无法预测到
的。而对于股票市场来说，流动性是极
为关键的因素，本轮结构性大牛市，最
大的驱动因素，就是流动性宽松。一旦
未来哪一个时点流动性收紧的信号非
常明显，股市调整就会到来。
既然流动性这个极其关键的因素
短期之内都无法预测， 未来一年之内
的股市又如何能精准预测得到呢？ 所
以，很多时候，对于热闹无比的股市预
测，千万不要太当真！认真，你就输了！

股市预测的意义何在？
在股票市场， 任何存在的现象都
有其存在的理由， 股市预测既然大多
数时候是不可靠的， 但为什么人们有
如此喜欢预测，或者听别人预测呢？股
市预测的意义何在呢？
如果因为对未来的预测不够精
准，就否认预测的意义，那其实也是不
可取的，显然，按照这个逻辑，任何未
来学都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实际上，未
来学一直都是一门显学。
对于股市的各种预测， 一般投资
者最应该关注的， 其实不是预测的结
果， 而是预测的根据和逻辑， 也就是
说，预测者最终说了什么，其实不是我
们最应该关注的， 预测者作出一番预

测背后的思维方法和逻辑路径， 其实
是最应该学习的。 换句话说，学习如何
学习， 其实是比学习本身这件事重要
至少 100 倍的事情。
比如对宏观经济未来一年走势的
预测， 各类知名机构或者知名经济学
家的各种预测， 背后都有其一套缜密
的逻辑体系和知识框架作为基础，他
们是如何做出结论的？ 这个推演过程，
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
再比如券商预测 2021 年的十大
金股， 我们不一定非得要记住具体的
股票名称， 卖方机构推出十大金股背
后的行业判断、个股逻辑，以及如何分
析一只股票未来的走势？ 他们分析一
只股票时使用了哪些维度？ 使用了哪
些指标等等， 这些才是一般投资者最
应该重视的。
所有过去或当下的情形， 并不能
让我们精准地预测未来， 但过去或当
下可以让我们作出深刻反思与总结，
不断及时调整和改进我们的思维框架
与思维方式，有了好的思维方式，我们
才能更接近于未来， 才能更灵活地适
应未来。
放到股票市场上， 同样是这样一
个道理，每天几百上千份研究报告，都
可以说是对未来的预测， 但也是对过
去和当下的总结与复盘， 背后是研究
者的思维框架与思维方法。 我们只有
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 形成自己独
有的投资体系， 才能在未来的股市中
获得更高的胜率，减少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