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

Investment

A5

主编：胡学文 编辑：唐国亮 2021 年 1 月 23 日 星期六 Tel:(0755)83514069

投资港股要理性

陈嘉禾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最近， 香港股票市场突然成为内地资本

市场的火热话题， 无数投资者开始冲入

港股，各种信息媒介也开始对投资者说，

你应当如何如何投资港股。 南下资金每

每创出新高， 港股不少公司的股价也一

飞冲天。

但是，在这样的投资热潮中，至少

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是不理性的。 其

实，在历史上许多投资热潮中，我们都

能看到不理性的存在。 而这些不理性的

投资者，在面对波谲云诡的香港股票市

场时，一定要保持冷静、保持自己的理

性客观。 否则，交易容易赚钱难，最后倒

霉的还是自己。

越热越要理性投资

为什么说有不少最近购买港股的内

地投资者是不理性的？主观地说“别人的

交易不理性”， 本身就是一件不够理性、

不够客观的事情。 之所以说不少投资港

股的投资者不理性， 是因为有真实的数

据告诉我们： 这些投资者在做投资的时

候，根本没搞明白自己当时就吃了亏。

内地投资者投资港股渠道众多，其

中包括投资内地上市的、 以香港股票市

场标的指数为基准的指数基金。 而这些

指数基金，在最近的交易所场内交易中，

一度出现了巨大的溢价。

严格来说， 交易所场内交易的上市

基金份额，在一些时候出现溢价，并不一

定是不理性的。比如说，一个基金经理只

发行一只基金，这只基金只在场内交易，

场外不接受申购， 而场内交易的份额又

是固定的。这时候，如果这位基金经理的

投资风格最近受到市场热捧， 场内交易

的基金份额就有可能在抢购的情况下出

现一定的溢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

用一句话就判定， 投资者是理性还是非

理性的， 因为如果这位基金经理真的值

得托付， 那么除了在场内买入溢价的份

额外，投资者并无第二个方案可以选择。

但是， 场内基金的溢价如果是理性

的，那么背后一定要同时有两个特点。第

一， 这只基金在市场上无法找到任何复

制品。第二，这只基金没法在其他渠道平

价买到。如果一只基金符合这两点，那么

在特殊的时候， 一定程度的场内溢价是

可以理解的： 反正也没法用不溢价的方

法达成这笔投资。

反之， 如果一只基金可以在市场上

找到复制品，或者用其他渠道平价买到，

那么在场内市场付出溢价进行购买的投

资者就一定是非理性的。 这和放着官方

网站

3000

元的手机不买，一定要到门口

门店花

5000

元预定同样的机器，基本上

是一个道理。

而这些最近被内地投资者热捧的、

以香港市场股票指数为标的的指数基

金，并不符合以上两条中的任何一条。首

先，以同一股票指数为标的的指数基金，

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其次，这些

指数基金和它们的联接基金， 在一级市

场的申购状态，往往也是开放的。

也就是说， 当一个指数基金出现溢

价的时候， 投资者完全可以用更低的价

格，买入另外一个没有溢价、或者溢价较

小的指数基金， 或者用平价在一级市场

申购基金份额。 即使

ETF

基金的申购下

限要求较高， 投资者也可以申购这些

ETF

基金的联接基金， 联接基金的申购

下限要求往往很低。

但是，在最近的市场波动中，投资者

却没有这么做。 在

2021

年

1

月

19

日的

交易中， 跟踪恒生国企指数的嘉实恒生

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160717

）的收盘价达到了

0.979

元，而当

日这只基金的净值只有

0.8733

元。 而在

同一天， 南方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代码

513660

）的收盘价格

达到

2.901

元， 而当日这只基金的净值

仅为

2.8084

元。 在这两只基金上，当时

蜂拥而入的投资者， 比基金净值多付出

了大约

0.1

元的代价。

很明显，冲动买入这两只指数基金，

而没有选择其他当时没有溢价的指数基

金的投资者，他们是不理性的。他们并不

知道，在同一天，自己如果去购买一些其

他的指数基金，比如与

160717

基准指数

相同的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510900

），或

者与

513660

基准指数相同的华夏恒生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159920

），或者在场外市场付出一点申购费

去申购这些基金的联接基金， 就能不用多

付那么多钱买到同样的东西。

不理性的交易，带来的是市场的惩罚。

在仅仅几个交易日以后的

2021

年

1

月

22

日，

160717

的当日收盘价格就从

1

月

19

日的

0.979

元，下跌到了

0.859

元，跌幅达

到

12.3%

。 而

513660

的同期收盘价格，也

从

2.901

元下跌到了

2.739

元。这其中主要

的原因并不是同期股票指数的下跌， 而是

之前高溢价率的消失。

港股比A股更难赚钱

其实， 当内地投资者把眼光投往香港

股票市场的时候，尤其需要保持理性，而不

是被狂热的情绪冲昏头脑，以为“买到就是

赚到”“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要知道，相对

于内地股票市场， 香港证券市场是一个更

难赚钱的地方。

对于有经验的投资者来说， 只要观察

一下内地机构投资者在香港市场的投资回

报率和在内地市场的投资回报率， 就会发

现香港市场往往更难赚钱。长期来说，由同

一家基金公司、 甚至同一个基金经理管理

的， 分别投资于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的主

动管理型基金， 前者往往比后者更容易盈

利，相对股票指数的超额收益率也更高。

同时，在内地市场发行的、跟踪香港市

场主要股票指数的指数基金， 相对于跟踪

内地市场同等级别的主要股票指数的指数

基金， 在考虑了股息率和汇率带来的偏差

之后，（股票指数往往不包含股息， 但是指

数基金其实会收到这部分股息。同时，投资

香港股票市场的基金， 在和基准指数比较

时，还要考虑同期汇率的变动。 ）其跟踪误

差也经常来得要大。 而如果机构投资者尚

且在香港市场相比内地市场更难赚钱，那

么个人投资者在香港市场的投资能力和在

内地市场的投资能力相比究竟如何， 也就

不难而知了。

香港市场相对内地市场更难赚钱，是

由多方因素导致的。

比如说， 香港市场是个更加成熟的市

场，投资者来自全球各地。尽管全球投资者也

有很多不理性的地方， 但是相对内地市场投

资者来说，他们对公司基本面和估值，往往有

更加理性专业的分析， 因此导致香港市场上

的错误定价相对更少。

同时，香港市场相对更加市场化，上市

公司在估值低的时候会采取回购、 退市等

方法，估值高的时候又更容易增发、减持，

而内地市场相对来说， 资本运作的数量要

少一些， 一些类似私有化退市、 大比例配

股、 对大股东大折扣定向增发等过于激烈

的财务技巧也不容易见到， 因此投资者在

香港市场能够找到的好投资机会就更少。

最后，内地投资者进出香港市场，往往

会花比内地市场更多的手续费、换汇损失、

税费等，这在长期也会侵蚀投资者的利润。

当然，对于那些有准备、理性的投资者

来说， 香港市场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

的盈利场所， 让他们能够利用国际投资者

不理性的机会， 赚到在内地市场赚不到的

钱。比如说，当外国政府对自己国家投资者

的投资行为进行行政干预时， 有时会造成

香港股票市场的不理性波动，而手握现金、

又不受外国政府影响的、 理性的内地投资

者就能够从中渔利。

但是，对于那些不惜花费高额溢价，在

内地市场买入香港市场指数基金的投资者

来说， 他们对几天之内就会到来的亏损视

如不见， 对明显能够以更合算的价格做成

的交易方案完全没有觉察能力。 对于这样

的投资者来说， 盲目追逐香港市场的投资

机会无疑是危险的，只有多一些理性、少一

些冲动，才能对得起自己的金钱。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辩证看待基金热销

桂浩明

基金销售火爆是近期资本

市场上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

一。 虽然以往这类事情也不止

一次地发生过， 但像现在这样

多个基金产品同时 “爆款”，单

一产品吸引认购资金

2000

多

亿元， 配售比例不到

7%

这种

局面，还是第一次出现。 由此，

也引发了市场各界的议论，并

且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基金热

销，说明投资者看好后市。 有

人根据近期的基金发行计划

推算， 如果都足额发行的话，

能够募集

5000

亿元以上的资

金，从而推动股市走出一波有

力度的上涨行情。 另外一种观

点则认为，在历史上凡是基金

热销之时，往往就是股市见顶

之日。 而且那些爆款的基金，

成立后的表现大都差强人意，

因此认为在市场上出现基金

热的时候，投资者更应该保持

冷静。

与任何市场一样， 股票市

场的走势与供求关系密切相

关，在资金供应充分的情况下，

很容易出现上涨行情。一年前，

尽管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实体经济被按下了暂停键，

但当时股市还是大涨了一波，

其中的主要驱动力就是因为流

动性比较充裕。

钱多， 股票自然就容易往

上走。 那么，现在基金热销，是

否表明接下来入市的资金会非

常多呢？如果的确是很多，那么

股市理应大涨。 不过如今的实

际问题是， 由于去年基金的投

资收益明显好于个人投资者，

这就促使了越来越多的个人投

资者从股市上退出， 转而购买

基金， 借助基金的形式进行投

资。相关数据显示，最近一个阶

段， 真正拿了现金来购买基金

的投资者并不多， 大量的是卖

了股票以后来买基金。 因为现

在证券市场上资金的使用是

T+0

模式， 即当天卖出股票所

得到的资金马上就能用以申购

基金， 所以也就有了在某个基

金发行爆款的同时， 股市却是

出现了下跌的局面。

而且， 由于基金在募集成

功以后还有不少相关的工作要

做， 募集资金开始投资股市往

往要再过两个星期以后。因此，

那些购买基金的资金是不会马

上就购买股票的， 而且即便开

始使用， 通常也会有一个不太

短的建仓期。 此间就存在一个

时间差， 使得基金热销与股市

大涨很难同步出现。另外，由于

基金的投资对象偏于集中，在

更多个人投资者将资金交给基

金操作以后， 市场的结构化特

征会更加明显， 即便股市出现

上涨， 格局也是与过去显得不

太一样的。

至于说当爆款基金出现

时，股市往往就开始下跌了。这

种情况的确是有过的， 究其原

因，主要是由于股市火爆，吸引

了很多资金入市， 一些投资者

看到基金的运作效果良好，也

就大量买入。 这种基于市场活

跃而涌入的资金， 的确是给股

市带来了增量， 但问题是此时

股市往往已经处于高位， 当这

些增量已经无法支撑太高的估

值时， 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也

就进入了尾声。在这方面，很多

投资者是有深刻教训的。

不过， 就目前的市场格局

而言， 并没有出现场外资金大

举入市的状况， 同时因为是结

构性行情， 市场上还有相当数

量的上市公司估值偏低， 很难

说整个行情已经到了高处不胜

寒的位置。在这种背景下，基金

的销售同样是具有结构性的特

点，即有一些头部的基金公司，

因为历史业绩优秀， 加上销售

能力强悍而产品供不应求，屡

屡爆款。 但同时也有一些业绩

并不突出， 市场影响力也有限

的基金发行很困难。

客观上， 这种冷热不均的

的现象是很严重的， 只是人们

更多是关注到了基金热销的盛

况， 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还有

卖不动的， 以及不断遭遇赎回

的基金。显然，由于现在并不是

基金的全方位热销， 更不是大

量基金产品都能爆款， 因此沿

用过去的市场走势与经验判

断， 得出目前因为基金销售火

爆， 所以市场行情已经处于头

部的结论，显然也有失偏颇。

近几年来， 资本市场出现

了极大的变化，投资的指数化、

机构化特征愈加突出， 市场格

局的演变也具有了新的特点。

包括时下的基金热销， 其折射

的信号也是过去所没有过的，

需要人们根据形势的变化，审

慎地予以研判。

钱潮涌香江 南下资金要抱团？

付建利

2021

年的春季，港股市场注定不

平凡！

今年以来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

南下资金汹涌而至港股市场， 至今已

逾千亿， 且连续多日保持百亿以上的

流入速度，此等抢筹港股的壮观景象，

实为罕见！那么，南下资金如此热情的

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这股趋势持续性

又如何呢？ 南下资金真的要去港股市

场抢夺定价话语权？

南下资金

为什么要“抄底” 港股？

此番南下资金争相涌向港股市

场，无外乎港股市场的潜在赚钱效应，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特朗普打压中国企业到美国上

市，美股市场的中概股跌声一片，国内

优秀企业到美股上市受阻， 港股市场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这些企业大多

比较优秀， 由此给港股市场带来更多

的优质投资标的、更好的流动性。

2.

港股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高，

拥有着一批真正的高科技、生物制药、

互联网企业，比如腾讯、阿里巴巴、中

芯国际、中国移动等，这些企业相比

A

股市场动辄五六十倍的估值， 明显是

个估值洼地，而

A

股市场的所谓核心

资产，比如白酒、医药等，又因为基金

等机构投资者的抱团， 估值已经处于

历史高位，两相比较，估值相对便宜的

港股市场当然是很好的选择。

3.

这两年，

A

股市场最典型的一

大特征，就是机构化，大量投资者通过

公募基金等理财产品进入资本市场，

由此带来机构体量的飞跃式发展壮

大， 这些机构心仪的投资标的主要是

市值大、流动性好、业绩持续增长的龙

头公司，借助于港股通等渠道，港股市

场便成为国内机构资金的不二之选。

以上几个主要的原因， 其实总结

起来就两句话：估值洼地、行业龙头。

本质上来说， 这和机构当初抱团重仓

行业龙头股的逻辑并无二致， 在投资

的世界里， 可谓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

事”，资金都会追求估值合理与业绩持

续增长的投资标的， 也就是投资性价

比较好的品种。

复制A股市场

的抱团模式？

投资者最关注的是两个问题：第

一， 南下资金的这种大举进入港股市

场的趋势，持续性如何？ 第二，南下资

金会否像

A

股市场一样对行业龙头

股形成抱团效应， 由此争夺港股市场

的定价话语权？

南下资金这种连续大举流入港股

市场的行为， 说明聪明的大资金高度

认同港股市场目前的投资价值， 不会

“打一枪就走”。环顾全球经济，中国经

济成为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经济体，

港股市场拥有内地不少优质的科技、

医药、互联网公司，这些公司存在明显

的估值洼地效应，这种

A-H

股之间的

溢价效应何时被填平？ 能够在多大程

度上填平？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A-H

股之间的估值剪刀差会越来越小，但

港股市场不大像

A

股市场那样，在短

期内形成明显的估值泡沫。

因此， 南下资金涌向港股市场的

趋势，力度可能会趋弱。因为随着港股

市场的上涨， 资金的避险偏好会越来

越强，谁也不想被割韭菜，但鉴于港股

市场整体上的估值洼地效应， 南下资

金抢筹港股市场的持续性会比较强，

也就是说， 港股市场的这波上涨动能

会比较强，持续性也有可能超过预期。

对于内地的投资者来说， 投资港

股市场上估值相对合理的行业龙头

股，或者投资于港股市场的基金，都应

该是不错的选择。

其次， 南下资金会不会在港股市

场形成抱团效应？也许某种程度上会，

因为港股市场的行业龙头股数量本身

就比较少， 汹涌而至的南下基金会偏

向于具备业绩支撑基础的行业龙头

股，由此形成一定程度的抱团效应，但

港股市场不像

A

股市场， 盈利模式主

要依赖于单边做多， 港股市场的金融

衍生品要丰富得多，比如做空，所以港

股市场南下资金的抱团效应也许在一

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会存在，但不大

可能成为一种明显的特征， 不大可能

成为港股市场的主流特征。

向外资品牌的挑战刚刚开始

五反田

中国消费市场，所有人都看好。

新品牌正不断涌现， 以所有的行业

都值得被重新做一遍的名义。确实，在数

字化、

DTC

（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营销模

式）、年轻化的驱动之下，很多创新与变

革正在消费产业内发生。

但是，这个行业中最肥美的收益，过

去、现在乃至未来的较长时间，可能仍然

被外资品牌所占据。 国货品牌要想持续

成长，或早或晚，需要发起面向外资品牌

的整体挑战。

大概除了白酒、 调味品等少数中国

特色领域， 多数消费领域外资品牌都占

据着行业总利润的较大部分。 比如手机

行业，华米

OV

出货量占了多数，但利润

的多数被苹果、 三星拿走； 比如美妆行

业，雅诗兰黛、欧莱雅、宝洁，仍然是更强

大的存在；安踏与李宁持续努力，但距离

耐克、阿迪，还有较大距离。

消费市场是最早开放的领域， 也是

竞争最充分的领域。上一代品牌，深耕三

四线渠道， 很多也形成较大规模。 而如

今，新一代中国品牌，面向城市主流人群

拓展业务， 与外资品牌的竞争与较量则

更为激烈。 如果要对消费行业寄予更高

的期许，那么绕不过去的问题则是，在和

海外领先品牌之间的竞争中， 如何从追

赶到并驾齐驱乃至超越？

十几年前，我在国内商学院读

MBA

的时候，有一次主题讨论，对于

QQ

来说，

应该如何面对与

MSN

的竞争？ 当时我们

这些在读书的白领，大多都觉得

QQ

太草

根，日常都用

MSN

，不看好

QQ

面对

MSN

的竞争力。但事实上

QQ

最终获得了压倒

性的胜利， 让

MSN

黯然退出中国市场。

而让

QQ

相对失色的，则是腾讯自己的另

一个现象级应用，微信。 这样的故事，有

机会在更多的细分消费领域内重现吗？

我们

70

后的同学们，心理上总有外

资品牌更靠谱的想法， 这是时代投射在

人们心中的印记。而在新一代人群心中，

对于

90

后和

00

后来说， 他们觉得深圳

的楼比曼哈顿更新， 高铁比欧洲的更方

便， 中国的东西可以跟外资品牌处在大

体平衡的水平上。 这是国货新品牌所面

临的最有利的社会心理环境。

打阵地战， 国货品牌跟外资品牌相

比，目前总体是处于劣势的。 从

0

到

1

，

新锐品牌总体是有快速反应的优势，但

从

1

到

10

，从

10

到

100

，外资品牌的持

续竞争压力，能扛住吗？

国货品牌如何发起挑战并战而胜之？

还是回到根本的品牌发展框架来看。 之前

我提出过，品牌发展的

T.C.C.T

模型，即科

技、文化、社群与时机。 卡准时机很重要，

在品类快速增长的时候重兵投入，以快打

慢， 有机会在外资品牌反应过来之前，就

达到较大的体量， 可以进入战略相持期，

典型的案例比如把握住了彩妆渗透率快

速提升红利期的完美日记与花西子。

科技方面，国货品牌不容易出彩。基

础研究领域，海外的底蕴更加深厚。极少

数的个案， 比如大疆， 在无人机细分领

域，研发占得先机，不愧是国货之光。 但

在多数品类，在科技领域实现领先，挑战

还是很大的。

文化方面， 这可能是国货品牌有望

胜出的部分。 毕竟中国人更能理解中国

人，更容易找到共鸣点。但这依然需要国

货品牌有更高效和更科学的市场研究方

法，更有创意的持续内容创作能力，更加

没日没夜地全心投入， 则有望在这个领

域战胜节奏相对较慢、 凡事需遵循流程

的外资品牌经理人团队。

在社群与渠道方面， 国货品牌也有

一定机会。即通过更深入的人群洞察，创

新应用各类与用户连接的方式， 实现与

用户的更紧密连接。 在当前的社会氛围

内， 国货品牌倒是有更多的机会去连接

更多

Z

世代用户们。但前提也依然是，在

产品科技与品牌文化方面需呈现足够的

水准，不要辜负用户的信任与期望。

（作者系时新资本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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