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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投资高手反而感觉很轻松？

付建利

在股票投资这个世界里，谁都想向

投资高手学习， 哪一天自己也成为高

手。 遗憾的是，学习投资高手并不意味

着自己能成为高手，因为在投资这个世

界里，任何投资高手的理念、策略，本质

上都是和他自己的性格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而一个人的性格根本不具备可复

制性，好比巴菲特和芒格，你再怎么学

习，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成为第二个巴菲

特或芒格。 那么，投资高手到底具备哪

些特征呢？他们平时到底是什么生活状

态呢？ 上周，笔者和一位公认的投资高

手交流，总结和他交流的心得，终于找

到了他觉得轻松的原因。

其实， 投资高手未必比很多投资

者勤奋多少， 我们之所以感觉在投资

的道路上很累， 主要是因为我们方法

不得当，即便看了很多研究报告，研究

了很多上市公司，看了很多书，但因为

方法不对，总是事倍功半，感觉很累，

体力累，心更累。再比如很多投资者平

时热衷于追热点，但热点转换频繁，刚

刚追进去热门题材或热门股， 转瞬间

又进入下跌通道， 到底是割肉止损还

是等待解套？ 这中间各种纠结、茫然、

焦虑当然让人感觉到很累， 一点都不

轻松。

不追逐热门股

我们先看看投资高手为什么轻松

吧！ 以上周笔者见到的这位投资高手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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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他做了职业股民，此前

已经积累了很多年， 他对投资有着近

乎痴迷的爱好和兴趣， 在多年的投资

实战中， 他对市场的大趋势有了独特

的体悟和精准的判断。 这种能力只能

从多年的实战中锤炼而来， 很多时候

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简言之，无论是看

多少书籍， 对市场本身的感悟能力和

敏锐度，确实是学不来的，除了后天的

勤奋， 不可否认， 的确需要一定的天

赋。这位投资高手会根据宏观经济、产

业、市场情绪、流动性等综合判断未来

五年内的大体走势， 比如未来两三年

是牛市还是熊市， 如果判断未来风险

大于机会， 他就会控制仓位， 多看少

动。这样就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操作，

也就少了很多让自己累的机会， 生活

当然轻松许多了。

其次， 这位投资高手平时根本不

跟所谓的热点， 他秉持的是真正的价

值投资。既然不跟随频繁转换的热点，

那么，就会避免掉很多追涨杀跌，或者

频繁对热门板块的研判，这样一来，生

活也会轻松很多。按照一般人的逻辑，

如果追热点到位，收益率会大幅提升。

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假设，实际上，没有

哪一位所谓投资高手能够长期精准追

逐热点，即便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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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精准押中热门

股，但第

11

次的失手，会让前面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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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收益灰飞烟灭。

而这位投资高手不追逐热门股，

看起来似乎与很多次的高收益失之交

臂，其实，这是克服了人性中固有的贪

欲，减少了换手率，在精选个股的基础

上， 最终通过企业盈利的增长来获取

投资收益，虽然看起来不是暴利，如果

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很多时候，只要

低估值水平时买入， 两三年内在单只

股票上获取

50%

甚至翻倍的收益率，

并不是难事。问题是，如何确认买入的

股票是相对便宜的位置？ 如何确认这

只股票是优质标的？ 如何在市场波动

时耐心地坚定持有？

这三个“灵魂拷问”，看起来并不

复杂，但却可以难倒至少

95%

的投资

者。 很多时候，除了研究的扎实功夫，

投资考验的是一个人对上市公司未来

盈利能力的信仰， 以及对中国经济未

来的信仰。或者说，投资本质上是一种

信仰的行为。

这位投资高手告诉我， 最近两三

年他根本没怎么看书，也没怎么锻炼，

他觉得生活应该好玩一点、有趣一点，

不希望自己活得太累， 也不太在乎功

名利禄， 当然， 他早就实现了财务自

由， 他平时主要的精力花在跟踪自己

看好的个股上，这些个股也不超过

30

只， 主要集中在同时具备科技和消费

属性的股票上。 由于

A

股扩容，目前

已超过

4000

只股票，如何研究新兴经

济和越来越多的新股， 这位投资高手

说， 除了符合同时具备科技和消费属

性的股票外， 很多新股其实完全可以

不关注，就当这些股票没上市一样，这

样既可以让自己集中精力， 又可以减

少焦虑感。

善于做减法

总结起来， 投资高手们之所以过

得反而比一般投资者轻松很多， 首先

是做到了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心， 尽全

力做到知行合一， 比如自己认同价值

投资，就尽全力去执行，不会为市场短

期波动所惊扰， 也不会为热门股的暴

利所诱惑，他们真诚为人，言行一致。

其次，善于做减法。当投资知识和

技巧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这些投资高

手就善于做减法， 比如主要做消费股

或其他几个领域的投资， 做有把握的

投资、有信仰的投资。

第三，极简主义。在很多投资者看

来，投资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比如

每天各种国际国内财经事件、 宏观经

济、产业、企业、流动性，根本忙不过

来，总感觉要关注的信息和资讯太多，

但在投资高手们看来， 这些和自己投

资的标的， 大部分时间其实没一点关

系， 他们关注的只是买入的时候一定

要有安全边际，要足够便宜，然后耐心

持有， 当然， 持有的过程中会保持跟

踪，如果发现更好的投资标的，会果断

换仓，只是这种概率并不高而已。

此外，投资高手往往会拿少部分

仓位做短线，这部分仓位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为了获取超额收益，而是试探

性买入，然后进行深入研究，如果证

实逻辑正确， 他们会加大仓位买入，

如果证实买错，他们会果断止损。 投

资高手们的高仓位品种， 其实换手率

是很低的。

最后一点， 投资高手们确实很少

有赚快钱的想法， 他们从认知思维层

面知道在股市赚快钱不大可能， 或者

认为自己没有赚快钱的能力， 所以老

老实实进行价值投资， 有些股票即便

买入两三年不涨， 他们也不会焦虑或

后悔，只要自己买入的逻辑不变，他们

还会坚定持有。

在投资的世界里， 真正的高手们

平时主要把精力花在生活和学习、研

究上，花在交易层面的时间很少，所以

他们会比较轻松。反之，当你过度停留

于交易或者市场层面， 就会被各种杂

音或诱惑束缚，自己捆住手脚，不仅感

觉到非常累， 投资收益率也不会好到

哪里去。

好公司不好找

陈嘉禾

在证券投资中，不少投资者以为，

只要能找到最好的公司， 然后不用管

买入估值的高低，只要一直持有下去，

就可以获得成功。

尽管在历史上， 有一小部分成功

的投资案例确实是这样做的， 一些天

赋异禀的投资者依靠一两只股票获得

了一辈子的投资成功， 比如巴菲特对

可口可乐公司的下注， 孙正义对阿里

巴巴的下注等等， 但是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这种“只管买好公司不问价格”

的投资方法，会遇到一个巨大的问题：

好公司其实并不好找。

好公司难找

要知道，世界上的公司万万千千，

而阿里巴巴和可口可乐却没有几个。

和不少投资者所理解的不一样， 找到

长期意义上的好公司， 其实是一件非

常考验商业眼光的事情。

“找到最好的公司”这件事情如此

之难， 比在投资中找到一个低估值、一

个好价格，要难上许许多多倍。 反过来

说， 如果一个投资者连低估值应该买、

高估值应该卖都没法判断清楚，那么他

如果宣称自己的能力能够看准未来长

期里的好公司，这种商业上的断言是否

夸大其词，也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首先， 和绝大多数人理解的不一

样， 好公司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概

念， 并没有哪家公司会永远超凡脱俗

地“好”下去。

要知道，人类社会起起伏伏，每个

优秀的历史节点都是依托于当时的环

境所存在的。当环境改变时，那些看起

来在当时最优秀的历史节点， 也就会

走向平凡。而对于一家好公司来说，它

也往往是正好站在历史节点上最鼎盛

的公司。 当它所处的社会和商业环境

改变的时候，当时再好的公司，也会慢

慢发生变化。

从商业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可

能让人感觉有点绕口， 这里请允许我

岔个题， 从冷兵器发展史的角度来做

出类比的阐述。

在许多武侠小说中， 作者往往描

述了一种宝刀宝剑， 只要能得到它就

能统一武林。但是，在真实的冷兵器发

展史中，最好的武器其实是不存在的。

所谓最好的武器， 其实只不过是最适

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战场环境的武

器。而当战场环境改变时，最适合的武

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恰如那些最好

的公司一样。

举例来说， 在日本的武器史上，武

士刀无疑是最著名的武器，这种轻薄的

刀剑，以其锋利闻名于世。但是，在中国

的历史上，这类轻而锋利的刀剑却并不

著名，取而代之的都是“某人可以用几

十斤大刀”这样的描述。 在明朝末年的

萨尔浒之战中， 明军主帅之一的刘綎，

外号刘大刀，《明史》记载“綎所用镔铁

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

这种刀上的区别，其主要的原因，

在于日本历史上炼铁工业相对缺乏，

因此需要大量炼铁能力支撑的重型铠

甲也就没有普及开来。 于是，轻薄、锋

利的刀对于无甲目标杀伤力更强，武

士刀也就成为日本的国粹。

而作为东亚第一强国， 中国历史

上的铠甲比日本要发达好多。据《三国

志》记载，早在三国时代，曹操有一次

征战时，就“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陈，精

光耀日，贼益震惧”。 在面对中国古代

的重型铠甲时， 往往只有两斤重的武

士刀无疑力不从心， 因此更重的武器

就得到了更多中国武将的喜爱。

而中国历史上的武器， 也随着环

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在春秋时代，战

争的规模更小， 贵族文化导致战争的

手段相对更加礼让， 因此战车这种兵

器被更多地用在战场上， 于是戈这种

今天难以见到的冷兵器， 也就成为主

流的武器。

而当马镫被发明出来， 骑士开始

单独骑乘马匹作战时， 长矛和剑就成

为骑兵的标配，戈则被历史所遗忘。随

着时代的迁移， 机械化部队慢慢取代

了骑兵。但是，即使在机械化车辆极其

发达的今天， 在山区崎岖地形巡逻的

士兵，仍然会饲养古老的马匹：这并不

是因为他们追求复古， 而是因为在山

区的地形中， 古老的马匹仍然是在当

地地形条件下，最适合的战斗工具。

从上面的几个小例子中， 我们可

以看到，在历史上，真正“最好的兵器”

是不存在的。所谓最好的兵器，只不过

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中最适合的兵

器。而对于企业研究来说，事情也是一

样： 最好的公司永远是在当时历史环

境中， 最幸运的公司。 永远最好的公

司，是不存在的。

同行竞争带来挑战

现在， 让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

仔细看一看， 为什么最好的公司不

好找呢？

首先， 最优秀的公司往往也是最

倒霉的公司， 因为所有的竞争对手都

想抢走它的饭碗。在商业社会中，大多

数公司兢兢业业， 却只能赚到一个合

理的利润率。 而当有些公司因为某种

原因，能够赚到更高的利润率时，追逐

超额收益的资本往往会一拥而上，纷

纷建设新的产能、提供类似的服务。最

后， 这些原本能赚到更高利润率的公

司，往往会遭到巨大的竞争挑战。

比如， 当海底捞作为一家管理十

分出色的火锅店， 提供了极度热情的

服务， 让顾客感到十分意外和惊喜以

后， 这家公司的营业模式很快就被竞争

对手学去。 当我在楼下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烤肉店， 受到不亚于海底捞的超级热

情的服务时（甚至有点更加热情），我明

白这种依靠热情的服务模式， 已经被海

底捞的竞争对手们努力模仿。毕竟，谁愿

意和钱过不去呢？

而在快递行业， 当顺丰公司率先提

供了各种各样领先于行业的优质服务以

后， 许多快递公司都对顺丰所能赚到的

更高利润率感到眼红。于是，顺丰所开发

的各种优质服务也开始被竞争对手抄

去， 比如京东快递提供的礼貌的高端服

务， 中通公司所设计的和顺丰类似的微

信终端提醒系统，等等。

在手机

APP

行业，许多科技公司也

开始做同样的事情。 当一家公司发现做

网络贷款可以赚到不少利润时， 许多手

机

APP

都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使用者从

每一个

APP

上都可以借到钱。 在最近我

看到的一个截图中，主流的大概

50

个手

机

APP

终端，其中大概有一半多，都可

以提供贷款服务。可想而知，在充分竞争

的情况下， 同样商业服务的利润率必然

会发生下降。

商业机遇无法复制

有的投资者也许会说， 好的企业家

精神是优秀企业的巨大竞争优势， 因此

找到好的企业家就能找到好公司。的确，

最优秀的企业往往需要最好的管理者。

但是， 并不是最好的管理者就一定能创

造出最好的企业。

比如， 苹果公司在商业领域所取得

的成功完全来自乔布斯的天才， 难道全

美国那么多企业， 管理者中真的没人比

乔布斯更优秀吗？

其实，更可靠的事实应该是这样的：

乔布斯作为一个很优秀的管理者， 恰巧

碰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商业机会。 而这

个非常优秀的商业机会， 又是由当时的

美国社会所组成的。当社会发生改变时，

这些机会将会变得无法复制。 而当这种

机会缺乏时，早生

20

年、或者晚生

20

年

的另外几个和乔布斯一样具有天赋的企

业家， 就不太可能再创建同样伟大的好

公司。

而当一个行业出现大发展的时候，

我们也往往能看到一家在风口浪尖上的

公司发展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

的是，这种好是来自行业的大发展。 当行

业的发展进入成熟期以后， 好公司的利

润率又会开始下降。

在

1925

年，当中国航运事业才刚刚

起步时， 在四川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的卢

作孚先生，迎来了行业的大发展。 通过勤

奋的工作和地道的商业风格， 到了

1935

年， 经过

10

年发展的民生实业公司，迅

速统一了长江上游航运市场， 被时人称

为“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

但是，到了

100

年以后的今天，充分

竞争的全球航运市场已经很难让任何一

家公司享受如此丰厚的利润和高速的发

展： 客户永远在两家公司的报价之间做

比较， 而长期利润率的抬升也就变得不

那么容易。

所以说，找到最好的公司，不管多少

价格只要有钱就买、继而长期持有，固然

是投资中的第一妙法， 但是天才的作业

并不好抄，而最好的公司也并不好找。 试

图这样做的投资者， 必须考虑自己的商

业洞察力够不够， 万一看错了又该怎么

办，如此才是更加稳妥的投资方法。

不过话说回来，并不是每个宣称自己

在寻找好公司的投资者，都真正在“寻找

好公司”。每当市场出现泡沫时，比如上世

纪美国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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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科技股泡沫等，人

们宣称自己找到了最好的公司，因此不用

在乎这些公司的估值，其实往往并不是因

为他们真的苦苦寻觅多年，“恰好”在股价

大幅上涨以后找到了最好的公司，而是因

为公司的股价上涨，他们找到了短期最赚

钱的股票。 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值得理性

的投资者仔细品味。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从年报行情看市场心态

桂浩明

每年的

3

、

4

月份， 是上市公司年

报密集披露期， 相关企业的股票价格

也会依据年报所披露的状况， 出现相

应的波动。由此形成的行情，也就被称

为年报行情。而进入

4

月份，上市公司

还会披露当年一季度报告， 这样事实

上此时的年报行情， 通常也还包含了

季报的因素。

历史上的年报行情，每每会呈现这

样的特点： 即如果业绩大幅度增长，且

明显超出之前人们的预期，股价则会有

较大的上涨。反之，如果业绩明显下滑，

甚至出现意外的“爆雷”现象，股价就会

因此大跌。 此外，上市公司如果有高比

例的送（转）股份安排，也会对股价的上

涨产生明显推动作用。今年迄今为止年

报行情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不过也

有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所折射的

市场心态，则是值得关注的。

应该说， 现在监管部门对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要求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

预披露制度的建立， 相关公司一般在

2

月底之前就要发布业绩预告。 这样

在正式披露年报前， 投资者对公司经

营情况基本是了解的， 这在一定程度

上会淡化由于年报公布所引起的股价

异动。

现在看来， 如今的状况基本上也

是如此，不少白马股业绩平稳增长，年

报公布的经营状况与之前预披露的以

及市场所预期的差不多， 因此公布年

报后其股价普遍没有什么明显的影

响，有的甚至还出现“见光死”现象，即

报告披露后股价出现较大的下跌。

不过， 由于去年一季度新冠肺炎

疫情对经济活动冲击很大， 形成了低

基数效应，今年公布的一季报，如果呈

现出同比大幅度增长的情况， 还是会

给股价带来很大的刺激。 这方面的典

型是重庆钢铁， 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同

比增长

25880.66%

， 这就给了市场极

大的惊喜，股价自然大涨。

当然， 有惊喜的， 也有令人惊诧

的， 像顺丰控股， 今年一季度预亏

9

亿

~11

亿元，这就导致了股价的暴跌。

由此看来， 市场对于业绩的关注在进

一步精细化，会结合实际情况，重点考

虑超预期的变化。无疑，这是价值投资

理念的一种深化。

另外， 以往年报披露的同时推出

高送（转）的公司，市场是比较欢迎的，

但如今情况有变。 一方面是大比例高

送（转）的案例已经很少。 另外基于价

值投资的考量，高送（转）的吸引力也

大幅度下降，难以有效拉动股价上涨。

相反， 倒是那些高比例派发股息的公

司， 相比之下市场的欢迎程度就比较

高，这类被视为“现金奶牛”的企业，在

如今低利率的环境下， 成为许多中长

线投资者青睐的对象。

虽然对于高比例分红派息， 市场

上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这毕竟是

给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因

此总体上今年高股息率公司的股价走

势，相对是较为突出的，这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市场在不断走向成熟。

近段时间，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股

市走势显得较为疲弱。 而越是这个时

候，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就越是会关

注公司的业绩。 所谓“涨时重势，跌时

重质”的股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上市公司年报以及一季报的披

露，提供了大量的有效信息，也为投资

者按照“重质”的思路进行布局，打下

了基础。 而从时下已经展开的年报行

情来看， 人们对于普通的业绩增长兴

趣已经不是很大， 更加关注的是超常

规的增长。 同时，也很重视现金分红。

这表明， 一方面投资者对于当前的市

场是持谨慎态度， 需要有更好的业绩

增长才能引起投资兴趣。同时，也希望

从上市公司那里得到真金白银的回

报，以有效地降低持股成本。

综合而言， 这显示出了对风险的

一种厌倦心理， 以及相对保守的投资

心态。 而这应该说也是与当前的市场

格局有着内在的联系。明白了这一点，

对于人们审慎地看待市场， 客观判断

后市走势，应该是有帮助的。

图虫创意/供图 彭春霞/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