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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驿站事件：一场没有赢家的股市投机

陈嘉禾

最近， 美国股票市场上游戏驿站

公司 （

Game Stop Corporation

， 代码

GME

）的股价暴动，引起了广泛关注。

而这个堪称经典的投资案例， 也许会

在多年以后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人

们： 做空交易与投机做多这两种交易

方法，都不是长期盈利的正途。

游戏驿站股票暴动

先让我们来看看， 游戏驿站公司

的股票暴动是怎么一回事。

游戏驿站公司是一家美国游戏

零售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经营着数

千家游戏零售店铺，公司股票在美国

上市。

从基本面来说，这家公司平平无

奇，街边游戏零售店在当今的互联网

世界里，是一个比较过时的游戏销售

方式。 但是，游戏驿站公司也没有走

到太糟糕的境地， 仍然在勉强支持。

关于公司的基本面，美国香橼研究公

司认为，每股价值大概最多不会超过

20

美元。 在之前的多年时间里，这家

公司的股价也都在几美元到十几美

元之间波动。

但是， 正是这样一家并没有什么

想象力、也没有什么严重丑闻的、平凡

无奇的公司，它的股价却在

2021

年初

突然掀起了滔天巨浪。 以个人投资者

为主的一些美国投资者， 开始突击买

入这家公司股票， 公司股票价格开始

出现超越基本面的上升。到

2021

年

1

月

21

日，游戏驿站公司股票价格已经

上涨到

43

美元。

随着股价上涨， 越来越多投资者

开始在论坛上讨论这家公司股票。 在

美国几个社交论坛上， 人们无比关注

这家公司情况：尽管公司发表公告称，

基本面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改变。

疯狂的市场热度，造成游戏驿站公

司股票价格进一步上涨，

2021

年

1

月

22

日（周五），股票价格收于

65

美元。经

过一个周末的热烈讨论，

25

日（周一）收

于

77

美元，

26

日（周二）收于

148

美元。

在股价上涨的同时， 做空的投资

者也开始出现。 由于游戏驿站公司的

股票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公司本身的内

在价值， 因此对于经常通过做空公司

股票的投资者来说， 这是一个不可以

忽略的做空标的。 一些美国知名机构

投资者， 尤其是一些以交易手段多样

化著称的对冲基金， 开始在做空游戏

驿站公司的头寸上下注。

但是， 做空交易显然没有挡住游

戏驿站公司股价进一步飙升， 而论坛

上热烈的讨论， 甚至把游戏驿站公司

的股票价格上涨， 上升到了一个对美

国金融制度进行反思的高度。 一些做

多的投资者宣称， 他们并不是在单纯

地做投资， 而是在对做空游戏驿站公

司的那些华尔街金融机构宣战。

在这里需要交代的一个背景是，

在美国，尤其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

机导致许多人失业、 生活水平下降以

后，华尔街和它的金融投资机构们，在

之后的许多年里， 在美国社会的声誉

有所下降。不少影视片都以嘲讽、甚至

谴责这些金融机构为题材， 许多人也

对金融机构有所不满：

2013

年上映的

《入 侵 华 尔 街 》（

Assault on Wall

Street

）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于是， 一个原本简单的股票投资，

由此在社交网络上衍生成了一个 “正

义”对抗“邪恶”的运动。或者说，更像是

一个金钱的游戏。 在“对抗华尔街金融

坏人”的口号下，游戏驿站公司的股票

变成了情绪的宣泄点，其股价也开始飙

升： 有什么比又有股票上涨带来的利

益，又能让人感到自己在“履行正义”更

有意义的事情呢？

在

26

日收盘于

148

美元之后，游戏

驿站公司股票价格继续飞涨，

27

日收盘价

达到了

347.5

美元，

28

日盘中最高价格达

到了

483

美元。 要知道，游戏驿站公司基

本面最多只值

20

美元，而

28

日的最高价

居然达到了基本面的数十倍之多。

基本面做空者的错误

在游戏驿站公司这个经典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投资者， 一种是不顾

基本面因素追入的投资者， 我们可以把

他们称为“投机做多者”；而另一种则是在

游戏驿站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到几倍于公

司基本面价值之后， 冲入场内做空的投

资者，这里将他们称为“基本面做空者”。

遗憾的是，在这样一个“投机做多

者”与“基本面做空者”的大碰撞中，没

有一边的投资者会成为这场赌局的赢

家。 而这与许多价值投资大师长期以来

的谆谆教诲不谋而合： 在证券市场上，

既不要投机炒作，也不要以做空牟利。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一一分析。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基本面做空

者”错在哪里。 查理·芒格曾经在公开场

合不止一次地反对投资者做空， 理由有

两点：第一，做空交易盈利的时候，最多

只能赚

100%

， 但是亏损的比例却可以

是无限大；第二，做空标的保持非理性的

时间， 可以比做空者保持不破产的时间

要长，甚至长得多。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理解， 在游戏驿

站公司的例子中， 如果我们假设游戏驿

站公司的内在价值是

10

美元， 那么在

30

美元借入股票做空的投资者，当股票

价格跌到

10

美元的时候， 不计算手续

费、借入利息等费用，也只能盈利

20

美

元，也就是开始做空价格的

66%

。 而即

使股票价格跌到

0

， 盈利幅度也只有

100%

。 但是，当游戏驿站公司的股票最

高上涨到

483

美元的时候， 做空者的亏

损却是

453

美元 （还不计算各种费用），

是

30

美元投入价格的

15.1

倍。

做空交易糟糕的性价比， 和以做多

为主的价值投资完全不同。 当投资者以

10

元的价格买入一家公司股票时，他最

多亏损就是

10

元，也就是

100%

，而最

多的盈利却可能是无数倍。

对于查理·芒格所说的第二点，当某

个标的的交易价格已经高于其基本面价

值时， 一定有某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

用。而对于非理性因素来说，基本面的价

值是多少往往并不重要， 因为非理性的

交易者根本没有把基本面价值计算在内

（否则他们就不会出一个高价去买入）。

在游戏驿站公司的例子中， 如果我

们假设公司的价值是

10

美元，那么当一

个投资者愿意以

30

美元的价格买入

10

美元的东西时， 他一定没有意识到买到

的价值只有

10

美元（否则他根本不会出

30

美元）。 而既然他不知道自己

30

美元

的出价是错误的， 他的心中既然根本没

有

10

美元的价值这个“锚”，那么他为什

么不能出

100

美元，甚至

300

美元呢？

所以，对于游戏驿站案例中的“基本

面做空者”来说，他们对基本面的判断也

许是正确的， 但是却陷入了一个糟糕的

金融交易结构中。 这个结构让他们可能

在短期蒙受巨量的损失， 而即使公司股

票价格最终回到他们预判的位置， 这些

投资者也会因为无法扛过投资过程中追

加保证金的要求，而不得不半途退出。

在游戏驿站公司的股票交易事件

中，美国一些著名的对冲基金，就在巨额

亏损压力下， 最终放弃了游戏驿站公司

股票的空头仓位，认亏出局：这与查理·

芒格多年前对做空交易可能带来风险的

描述完全一致。

投机做多者的错误

其实，在金融领域，这种“看对了基

本面，但是因为其他原因无法熬到最后”

的金融现象， 并不只出在做空交易这一

个领域。在价值投资领域，以及许多商业

领域，如果没有足够雄厚的资本、能够忍

耐足够长久的时间， 那么哪怕投资者看

对了事情，也不一定能熬到最后。

说完了“基本面做空者”所犯下的错

误， 我们再来看游戏驿站事件中，“投机

做多者”又犯下了什么错误。

截至这篇文章发稿为止， 游戏驿站

公司股票的投机做多者似乎没有犯下什

么错误。 在“打倒华尔街邪恶金融机构”

的口号之下， 一些以美国个人投资者为

主体的投资者在社交网络上团结起来，

奋不顾身地买入游戏驿站公司的股票。

即使他们的买入价格已经高于公司内在

价值许多许多倍， 但是上涨的股票价格

似乎告诉大家：你们做的对。

但是， 世界上没有不需要添加燃料

就能永远运转下去的永动机， 一个力气

再大的人也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就

能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 如果利用资金

优势买入股票，如此交易就能获利的话，

那么投资这件事情也就太简单了。

记得以前曾经有个故事， 和游戏驿

站事件中，“投机做多者” 们的交易行为

如出一辙。

在香港股票市场上， 不少小公司的

股票成交量非常小， 每天只有几万几十

万港元成交额， 和内地

A

股市场动辄几

千万上亿元的日成交量不可同日而语。

有一次，有个不明此道的内地老板，拿了

几亿元去香港， 让证券公司的交易员替

他去买一个自己看好的股票。

下单以后， 老板就看见那只股票每

天都在上涨，心中甚是欢喜，觉得自己判

断非常正确，周末就请交易员喝酒。 交易

员欲言又止了许多次以后， 终于忍不住

对老板说：“这只股票上涨的唯一原因就

是你在让我买入， 而现在你想卖掉它兑

现，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了：一切都只是

纸上财富而已。 ”

在游戏驿站公司股票的暴动中，事

情也是一样。 游戏驿站公司股票价格上

涨的唯一原因，是“投机做多者”在买入。

作为一个整体， 他们不可能在卖出的时

候，赚到钱。

与此同时， 游戏驿站公司原来的股

东正在乐此不疲地把多年没赚钱的股票

清仓大吉，高频率的交易也让“投机做多

者” 不断损失手续费和各种税费， 情绪

化、 不计成本的交易也让以捕捉交易漏

洞为生的高频交易机构能够从中渔利。

可以预见的是，当“投机做多者”最

终从游戏驿站公司的股票上撤出的时

候，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定损失惨重。

有人也许会说， 在游戏驿站公司的

案例中，“投机做多者”的数量成千上万，

哪怕这些投资者整体亏了钱， 但是一定

有人会从这场金融游戏中赚钱吧？

话说得没错，这就像买彩票的人们虽

然从整体上亏了钱， 但总有几个幸运儿中

了千万亿元的大奖一样。 问题是， 既然如

此，这样的投资又和买彩票有什么区别？

要知道， 投资之道的魅力并不在于

赌博，而是在于能让真正掌握它的人，以

确定的概率盈利，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如

果以买彩票的心态看待投资， 那还不如

直接去买彩票，来得更加直接，也更加痛

快与刺激。

在游戏驿站公司的案例中，“基本面

做空者”和“投机做多者”之间剧烈对抗，

成为资本市场上一时无两的话题。 可惜

的是，这两种投资方式，都有其内在的缺

陷， 会让投资者在长期遭到不可预知的

风险。 而同时承载了这两种投资方式的

游戏驿站公司股票， 也将会随着暴涨暴

跌的股票价格一起， 成为金融史上一个

经典的案例，供将来的人们学习与思考。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A股和美股：时空与角色的错位

陈楚

对于股票市场来说，

2021

年的开

头像充满了魔幻一样， 我们经常羡慕

美国股市的 “机构化”， 在

A

股实现

了；我们经常嘲笑自己的“散户化”，在

美国实现了。现实与魔幻，如此不可思

议地交织在了一起。

在

A

股市场，长期以来是散户居

于主导权，基金等机构的话语权较小，

即便是在大牛市的

2006

年、

2007

年，

基金等机构的流通市值占比也不到

40%

，

A

股市场高波动性的特征，很多

人归因为“散户化”。为什么呢？因为散

户喜欢短线炒来炒去， 不是正儿八经

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 我

们经常说要培育成熟的资本市场，潜

意识里，对标的主要就是美国股市，因

为美国股市有强大的机构投资者，比

如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这些机构投资

者牢牢地把握住了市场的话语权，普

通老百姓主要通过基金等各种理财产

品进入资本市场。

所以美国股市体现出非常鲜明的

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特征，

最典型的就是巴菲特。 巴菲特持有可

口可乐等蓝筹股动辄就是几十年，充

分享受到了龙头企业成长的红利。 与

此同时，机构占据主导权的美股市场，

因为有对冲等丰富的衍生金融品，当

单个股票估值足够高时， 理性的机构

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对冲等手段，使

得估值不至于高得离谱，如此一来，美

股整体不会像

A

股市场暴涨暴跌。

A

股最典型的特征， 就是暴涨暴

跌。 涨的时候，几个月就可以把未来几

年的涨幅透支掉；跌的时候，几个月也

可以跌个百分之三四十，让投资者眼冒

金星。遗憾的是，股票市场里，很多散户

投资者都是在市场疯涨的时候追高买

入，在市场暴跌的时候忍痛割肉，所以，

很多投资者把市场暴涨暴跌的特征归

结到“散户化”上来，其实，每一位散户

投资者的短线操作、高买低卖都为散户

化的股票市场做出了“贡献”。

A

股散户化的时候，博客兴盛，有个

“带头大哥

777

”， 在股市上可谓一呼百

应，指哪打哪，以至于无数散户投资者把

“带头大哥”当成了救世主，最终，“带头

大哥”被抓，从此销声匿迹。

A

股市场的曾经一幕， 如今在美股

市场惊人地再现。 有只股票叫 “游戏驿

站”， 被一帮散户簇拥着一路往上涨，短

时间内翻了十倍以上， 哪怕机构们再看

空， 也不敌散户们在网络上的 “齐心协

力”，散户们的力量和资金形成了正向循

环，让游戏驿站的股价暴涨不停歇，以至

于监管层都出面了。

更为奇特的是， 游戏驿站的散户投

资者们把看空的机构几乎逼上了绝路，

上演了一场“抢占华尔街”的运动，连马

斯克都出来为散户投资者“站台”，此情

此景， 和

A

股市场当年的 “带头大哥

777

”，何其相似！

而如今的

A

股这边，公募基金整体

的体量已经超过

20

万亿元，基金抱团成

为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 基金抱团股一

个劲地涨，非机构抱团股跌跌不休，公募

基金销售重新进入比例配售时代， 明星

基金经理再次进入热搜， 单只基金的体

量甚至突破

1000

亿元，基金牢牢地把握

住了

A

股市场的话语权，以白酒、新能源

汽车、医药等为代表的机构抱团股，像极

了当年美国股市的 “漂亮

50

”，

A

股市场

的机构化时代， 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和速

度来临了！

A

股机构化、美股散户化，而就在曾经，

A

股散户化、美股机构化，时空的交错之下，

A

股和美股，都活成了对方曾经的样子。

孰是孰非？ 市场上莫衷一是。 其实，

A

股之所以进入机构化，本质上来说，就

是因为基金等机构理财产品的赚钱效

应，使得基民一股脑地买入基金，这和当

年一股脑地买入股票， 本质上没有啥区

别，如果赚钱效应丧失，基民会不会一股

脑地赎回基金， 从而导致基金被动卖出

股票，形成市场的持续下跌？ 亦未可知。

而如今的美股市场，“散户化” 也仅仅只

是体现在游戏驿站等少数股票上， 真正

占据主流的，还是机构。

机构化也好，散户化也罢，对于我们

来说，看现象图个热闹没啥意思，重要的

是看清楚背后的本质， 以及最底层的逻

辑，切忌盲目追风，牢牢守住价值投资的

底线，方能行稳致远。

南下买港股千万别贪便宜

证券时报记者 万鹏

本周，

A

股大幅震荡， 部分前期抱

团股出现松动， 北上资金也连续净流

出。 虽然港股市场也出现大幅波动，但

南下资金净流入力度依然强劲，截至本

周三，南下资金累计净流入金额正式突

破

2

万亿港元，达到

20183

亿港元。 在

2021

年短短

20

个交易日， 就有超过

3000

亿港元资金从内地流入港股。

资金汹涌南下， 看重了港股市场

的哪些优势呢？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要

看看资金都买了哪些股票。

数据显示， 在今年南下的

3000

多

亿港元资金中，有

2016

亿买了

10

只个

股。其中，仅腾讯控股一个股票，就吸纳

了

861

亿港元的资金，此外，中国移动、

中国海洋石油、美团

-W

、中芯国际、香

港交易所等

5

只股票，净流入金额都在

100

亿港元之上。 排名

7

到

10

位的分

别是：小米集团、思摩尔国际、中国电信

和中国联通。

此外， 从南下资金的最新持仓来

看，合计持有了

642

只港股，市值超过

25000

亿港元。 这其中，在腾讯控股一

只个股上的持股市值就超过

3800

亿

港元，建设银行、美团

-W

、工商银行等

个股的持股市值也都在

1000

亿港元

之上。 而且， 南下资金持股市值超过

100

亿港元的股票共有

45

只，累计持

股市值为

18252

亿港元， 占到全部持

股市值的七成以上。

有迹象显示， 南下资金大举买入

港股，并非“图便宜”，而是更看重质

地。 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

1

月

22

日， 恒生指数市盈率为

17.01

倍，达

2011

年以来新高，

2021

年

1

月

21

日，

恒生港股通市盈率为

14.68

倍， 创历

史新高。因此，港股的“便宜”仅仅是相

对

A

股来说， 对于港股自身来看，港

股整体估值处于历史高位。 那些认为

港股很便宜，以及“卖

A

股买港股”的

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从当前南下资金重点配置个股来

看，普遍具备产业趋势方向明确、成长

空间较大的特点，且通常为行业内具备

较强竞争优势与较高护城河的细分赛

道优质龙头公司， 具备较高估值性价

比。 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

TMT

、平台型

公司、医药研发、博彩、物业服务等领

域，多为

A

股市场所稀缺的品种。

与此同时，港股还有大量“低估值”

公司，比如股价低于

1

港元的仙股就比

比皆是， 还有很多市净率低于

0.7

倍的

“便宜货”。 但是，这些公司往往存在各

种各样的问题。这种股票长期被市场抛

弃，导致这些股票越便宜，反而跌得越

厉害，这就是港股市场和

A

股市场的最

大不同。

对于一些既有

A

股又有

H

股的

公司来说，绝大多数都是

H

股的股价

比

A

股便宜很多。 最近一个多月以

来，随着南下资金的大举涌入，

AH

股

的价差也已经大幅收窄。 数据显示，

130

家

AH

股公司中， 从去年

12

月

1

日到今年

1

月

29

日， 有

98

家公司

AH

股的溢价率出现收窄，其中，浙江

世宝、一拖股份、山东墨龙、复旦张江、

国联证券、 洛阳玻璃等

6

家公司

AH

股的溢价率缩小了一半。 目前

AH

股

的整体溢价率也从此前的

150%

上方，

回落至

135%

左右，后续能否继续回落

仍有待观察。

最后，近两年来

A

股市场出现明显

的“机构抱团”现象，大市值股票呈现明

显的估值溢价， 这曾经是海外市场，也

包括港股市场的一大特色。那么在

A

股

市场也朝着这一方向演变的当下，内地

的南下资金同样不会流入在港股看似

“便宜”的小市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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