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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机构投资者峰会暨财富管理国际论坛·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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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投资的制度基础
君合资本创始合伙人 王国斌
5月 12 日， 由中国基金报主办的第
四届中国机构投资者峰会暨财富管理国
际论坛在深圳举办。知名投资人、东方证
券资管前董事长、 君合资本创始合伙人
王国斌做了题为《
价值投资的制度基础》
的演讲。 中国基金报记者特将王国斌的
演讲整理如下，与读者分享。

从20多年的投资经历
看价值投资在中国的实践
我今天想从过去 20 多年的投资经
历来讲讲价值投资。去年底以来，价值投
资在中国， 不管在媒体上或是日常的交
流中，都成了一个很热门的词，但其实大
家心目中， 都觉得中国的投资者并不是
真正在做价值投资。
我差不多可以算是第一代投资者。
1992 年在学校，我就已经开始价值投资
的实践了。我的体会是，中国股市从诞生
之初到 2007 年，大多数投资者还是按基
本面来投资、来交易的，但投资者只是基
于三表（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
表三大财务报表）来投资，至于这三表到
底是真是假，是没有能力鉴别的。
1998 年首批公募基金公司成立，
五朵金花”行情，公
2003 年股市爆发了“
募基金成为价值投资的倡导者和引领
者。 但在 2007 年以后，第一代公募基金
经理，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走创立私
募， 加上公募基金在股市的市值占比和
话语权下降， 在公募领域价值投资没有
得到很好的坚持。 另外，由于 IPO 时紧
时松， 监管规则不断改变， 加上监管套
利、概念驱动的事件性投机盛行一时，价
值投资在中国的实践之路比较曲折。
在中国做投资比较辛苦，《
投资中最
重要的事》的作者马克斯曾经说过，他有
一个朋友是做飞行员的，马克斯曾问他，
做飞行员有什么感受？这个朋友说，我大
部分时间是无所事事，偶尔会胆战心惊。
马克斯说， 我做投资的时候也是大部分
时间无所事事，偶尔胆战心惊。
我在中国做投资这么多年， 感觉是
大多数时间胆战心惊，偶尔无所事事。
国外著名的价值投资者， 以同样的
方法在 A 股进行投资，也有折戟而归的
例子， 因为中国的上市公司有很多造假
做假案例。
我亲身经历过琼民源、蓝田股份、银
广夏， 这些都是在中国证券史上非常有
名的做假案， 而且都是以价值投资的名
义、以绩优股的名义进行的。我能幸运地
规避这些股票，靠的是股市的常识。有一
个业内非常著名的投资者， 在当年东方
电子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来找我，我说你
赶紧卖了吧， 他说不卖， 我说我不看好
它，因为大家都觉得它特别好的时候，应
该多一份谨慎，你关心的是有人在买入，
我关心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卖出，
交易量太大了。 所以我差不多在交易量
最大的时候把东方电子卖掉了。
还有银广夏， 我原先的一个手下当
时在杭州给我打电话， 说今天发生了怪
事， 我们一天从另外一个投资者那里买
入了 2000 万股。我当时就说这肯定有问
题， 海南有个朋友因为我说了银广夏存
在问题，居然很长时间不理我。为什么有
问题？ 很简单，这么好的一个公司，为什
么随随便便 2000 万股就卖给你了，这样
卖肯定有问题。我原先的手下买入以后，
银广夏从 20 元一直涨到 40 元， 但我从
来没有参与。
欧 洲 的 股 神 安 东 尼·波 顿 也 折 戟
A 股。
安东尼·波顿在 28 年的欧洲投资经
历中，创下了 146 倍的增长奇迹，被封为
欧洲股神。 他特别看好中国，2010 年 4
月开始运作富达中国特殊状态基金，波
顿把重点放在中国消费行业， 这非常正
确， 但波顿青睐私人个体或家族经营的
中小规模上市公司， 而不是大型国有企
业，这与他在英国成功的秘诀一致。而这
些成立时间短、 治理结构不规范的小公
司，使波顿频踩“
地雷”。味千中国和霸王
集团，分别遭遇了“
骨汤门”和“
二恶烷事
件”， 当年股价分别下跌了 34.53%和
64.08%；西安宝润被控欺诈，股价跌幅
超过 90%。 再加上波顿使用杠杆操作，
放大了损失。
2014 年波顿彻底退出中国市场，离
开前，他说：“
错误不在我的交易策略，也
不在于这个不成熟的市场， 而是我把自
己的策略放在了这个不成熟的市场。 ”
在中国， 投资者从一开始是抱着一
种价值投资的、 从基本面分析的角度进
行投资的。 我们中国的投资者没有一开
始就是乱投机的， 只不过我们这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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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创的过程中，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乱象，令投资者无所适从。

价值投资需要制度基础
大家都说我做价值投资， 但我很
少讲， 因为价值投资是需要一些基础
和前提的。 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学者
做资本市场的研究，可以从 1802 年一
直做数据分析分析到现在，200 年的
历史， 而我们 A 股也就不到 30 年的
时间。
从本质上， 价值投资的基础是对
财产权利的尊重、 对合同的保护以及
对市场制度的坚定信念， 这三者缺一
不可， 缺少其中一个环节价值投资都
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中的价
格的变动，还需要“
野蛮人”等多样性
存在， 才有一个和平的纠错机制和价
值发现机制， 任何一个制度如果没有
纠错机制就是一个坏的制度。
我们从一开始， 各地政府不断扶
持上市公司， 这也损害了价值投资的
基础，万一政府不扶持了呢，所有事情
都是有两面性的。 好的制度是扶持市
场，而不是扶持企业。
价值投资的制度基础， 首先必须
拥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因为只有
在一个良性、正确的制度环境下，我们
才会从经济、企业角度考虑问题，才会
考虑是周期性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
否则，我们就要去考虑政治问题了。
另一方面， 一家企业是通过寻租
性努力还是致力于生产性努力， 这非
常重要。为什么美国有最多好的企业，
欧洲没有，其他国家也没有？美国有一
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美国在实现工业
化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收入占 GDP 的
3%，企业要想获利，只能通过生产去
努力。 欧洲、日本不是这样，其他国家
也不是这样，它们实现工业化的时候，
政府的收入很高， 政府的支出也都很
高。 我们如果要有一个价值投资的良
好的制度基础， 必须要为治理改革努
力， 治理改革是中国保持增长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 而且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部分之一。
当然，我们一直在持续的改善中，
我们不能指望它一蹴而就。 我前面说
了， 我们以前做投资大部分时候是战
战兢兢，偶尔无所事事，但是从去年开
始， 我跟任何人交流的时候都说现在
做投资非常简单， 因为现在我几乎不
需要胆战心惊了， 市场有些震荡也不
用担心，很多人担心去杠杆，你根本不
用担心， 你选择企业只要按基本面严
格分析，就根本不需要担心。对我们投
资者来说， 在中国做投资进入了最轻
松、最愉快的时候，非常简单。

规则重于一切
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规则， 规则
重于一切。像我们打牌，大家说 2 是最
大的，拿到几个 2 很开心，突然变了规
则说 3 最大，那就傻眼了。我们资本市
场最重要的是规则不能轻易去改变。
2015 年，大家对股灾总结，有个
场合让我去发言， 我那时候就讲了三
个故事。
我讲的第一个故事， 我刚到上海

去同学家玩， 我们一块去菜场买虾的时
候，摊主说了多少钱一两，我们准备买五
两。挑好了，摊主却说是 16 两一斤，我们
傻眼了。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规则，多少
两等于一斤必须非常明确， 千万不能让
投资者买完以后，告诉他一斤是 16 两。
第二个故事，是我去米兰参观世博
会，越南、柬埔寨展馆前面有一片水稻，
朋友的孩子已经大学二年级了，我说这
水稻长得真好。 他说：我以为是小麦。 在
有些人心目中习以为常的事，在另外一
群没有相关知识、经验的人看来，是没
法辨别的。 有一本书叫《
散户至上》，是
美国以前的证监会主席阿瑟·莱维特写
的，他做过证券经纪人，创立了花旗银
行前身的那个公司， 有 20 多年证券公
司的经历，他去当主席的时候，由于规
定必须把他手中所有的证券处置了，他
决定去购买基金， 然后去看基金的条
款，到最后他感慨说，这些基金的条款
连我都读不懂。 资本市场需要理论和实
践的高度结合，但往往熟练和专业很难
区分，机构投资跟大户或者散户，真要
说谁专业，从日常交流中不一定能分辨
得出来。 这是由于三个因素造成的：第
一， 股票内在的价值是很不确定的；第
二， 它是高速流动的， 换手很容易；第
三，任何一个金融产品，它的法律文本
都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
非常专业的监管。
第三个故事很简单。 我在家里只要
听到惊叫声，就知道家里发现蜘蛛了，我
们家几个人都特别怕蜘蛛。 但我看到蜘
蛛就很亲切，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蜘蛛的
包围中长大的。 在美国让人最害怕的十
种动物里面，蜘蛛跟蟑螂名列前五名。其
实蜘蛛在某个意义上是有益的， 有些东
西你如果知道它，就不会害怕，在资本市
场也一样。比如涨跌停板制度，如果放开
涨跌停板，可以让股民的杠杆降到最低。
我们投资港股，国内的银行拒绝融资，因
为香港没有涨跌停制度。

政府对投资者的重要性
要扶持市场 不要扶持企业
股市里绝不是非黑即白的生态系
统，因为永远有一半人有不同的意见，一
定要统一所有人意见的话就没有股市
了。卖出的人都觉得比买入的人聪明，买
进的人都觉得卖出的人是傻瓜。 美国证
监会前主席说：“
美国的监管体系数十年
来， 多数情况下是与市场中最不正当的
地方作斗争。 我们这些在证监会里工作
过的人都知道，证监会不是全能的，证监
会没有任何责任保证我们每个投资者获
利， 保护投资者免受欺诈和市场操纵的
损害是我们的职责， 但投资者为追求回
报及可能遭受损失的权利也是不可剥夺
的，同样也需要我们的保护。 ”
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里说，中国的
企业家不是走进了监狱就是走在进监狱
的路上， 如果是这样根本无价值投资可
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当然，这是一种
极端的说法，但部分企业家的这种状态，
说明市场和政府都有失灵的地方。 由于
政府的不当干预， 给某一特定集团不公
平的补贴或者特定企业特殊的垄断权，
如果这些企业获得特定的权利， 价值投
资也无从做起。大多数的时候，规则是用

来保护特定的既得利益者的， 会妨碍企
业创新、企业进入、阻碍竞争者的出现，
缺乏竞争是目前世界上所遇到经济方面
问题的主要根源，所以我们要扶持市场，
千万不要去扶持企业。
再讲一讲公司治理， 为什么公司治
理对价值投资而言尤其重要？ 因为价值
投资者购买股票的时候， 已经做了调查
分析工作， 因此他们期待所投资企业的
内在价值能逐渐在市场价格中体现出
来。 如果企业的管理层阻碍了市场价格
对内在价值的体现， 就破坏了投资者的
动力， 所以没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也
无从谈价值投资。
有些外国投资者跟我交流的时候，
我经常说在中国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每个企业都需要自下而上的分析。美
国不需要， 因为你不用太多怀疑它的公
司治理， 但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是五花
八门的。不是说中国没有好公司，中国好
公司很多， 但是不能用一个普遍的规则
去看待。

市场环境持续改善
我前面说了为什么现在我们胆战心
惊的次数在逐步减少，原因很简单，我们
确实在持续改善的过程中，去年以来，证
券稽察监管在大规模展开。不过，对上市
公司的欺诈处理，我认为还是不够重，因
为任何时候投资者都是弱势群体， 即便
操纵市场的人在上市公司面前， 也是弱
势群体。
我在统计资金的使用情况，在 2016
年上半年以前，A 股市场的资金使用效
率是非常低的， 大部分资金交易都集中
在小股票、差股票上，在整个 2010 年到
2016 年之间， 整个市场的市值增长，都
体现在业绩差的公司上，交易也一样。但
现在情况开始好转了。
两年前我说过，2 亿元以下利润的公
司，不要给我看了。 在中国市场体量已经
做成这么大的时候，在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的过程中，没有足够体量和利润的公司是
经不起周期波动的，是没有竞争力的。 我
们在做各种统计的时候，会把利润很低的
公司放在一边。 不是说利润低的没有好公
司，但是因为现在上市公司太多了，我们
投资就是翻石头，翻 100 块石头可能才找
到一块好看的石头，我们翻不过来，就用
一些量化指标筛选，会采用一些能够找出
更有竞争力的公司的指标。
2016 年开始发生了变化，业绩好的
公司在 A 股市场总市值的占比开始上
升，并且，总市值增加最大的是净利润
在 10 亿以上的公司， 这个统计数据是
从去年开始变化的。 另外一个统计数
据， 在 2010 年至 2016 年间整个市场
（
剔除金融地产） 的成交额一直集中于
业绩较差的公司， 不过在 2017 年这个
趋势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净利润较好
的公司成交额特别是净利润超过 10 亿
的公司成交额开始上升。 融资买入也体
现 了 投 机 资 金 的 流 向 ， 在 2010 年 至
2016 年期间整个市场融资买入主要集
中在业绩较差的公司， 但是在 2017 年
这个指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白马股
受到了资金的追捧。
在 A 股市场，绩优股、大市值公司
长期估值都较低， 这些股票其实应该是
溢价交易的，原因有两个：一是 A 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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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习惯于给予流动性极高溢价， 比如
IPO 公司的高估值，以此类推，白马股理
应获得更高溢价； 第二个溢价其实是潜
在的，中国人很善于创新，从 0 到 1 可以
层出不穷，但因为我们的文化、制度、治
理等各种各样的因素， 中国人较少从 1
做到 N 的企业家。 这些真正的绩优股已
经被证明是从 1 做到 N 的一些企业群
体，是比较稀缺的，理应得到溢价。
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体现在很多方
面，一方面是加快发行速度、减少审批流
程，Pre-IPO 投资就是一个监管套利，美国
是不存在 Pre-IPO 投资的， 中国大量的
钱、PE 的钱集中在监管套利上而没有去
鼓励创新， 没有用在支持一级市场创新
上。 我们一级市场大量的钱是在为监管套
利存在的， 而不是为支持创新创业活动
的，只有通过加快发行速度，我们才能让
一级市场更加专注于我们的创新创业。

加大对欺诈等行为
的处罚力度
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是能够优化企业
治理结构的举措。 企业不分红是滑稽的
事情，如果不分红，投资股票只能靠博取
差价。 另外，加强了对操纵股价、财务造
假等行为的稽查和惩处。 财务造假在中
国太厉害了， 但我们的处理却还是太轻
了。 参照美国的情况，2001 年，美国安然
公司的财务造假丑闻被曝光， 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立刻介入调查， 事实确认以
后，安然公司宣告破产，安然公司 CEO
杰 弗 里·斯 基 林 被 判 刑 24 年 并 罚 款
4500 万美元，安然公司的投资者通过集
体诉讼获得了高达 71.4 亿美元的和解
赔偿金； 有 89 年历史的安达信宣告破
产，从此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变四大；
三大投行遭到重罚， 花旗集团、 摩根大
通、美洲银行因涉嫌财务欺诈被判有罪，
向安然公司的破产受害者分别支付了
20 亿、22 亿和 6900 万美元的赔偿。 之
后，美国国会和政府加速通过了《
萨班斯
法案》（
又名 《
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
护法案》），法案的第一句话就是“
遵守证
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 旨在保护投资者。 该法案对美国
《
1933 年证券法》、《
1934 年证券交易法》
做出大幅修订， 标志着美国证券法律从
披露转向实质性管制。
另外，加大对知识产权等的保护，对
价值投资特别重要， 如果不加强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 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治理力
度、 加强对健康安全的保护以及对劳动
者权利的保护，就会黑天鹅频出，价值投
资也缺乏基础。 我们有很多著名的品牌
的产品，是经不起检测的，但我买一只消
费类股，首先要相信它的产品是安全的，
我才敢买，可喜的是，现在我们正在逐步
收紧过程中。
在中国做价值投资应该是时机越来
越成熟，原因在于我们整体环境的改善、
整体法律的健全， 使得致力于生产性努
力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前半段，
大量企业家都是从开始的生产性努力起
家，很快就滑向寻租性努力，现在大量的
企业家已经明白过来了，要长治久安，成
为百年老店只能靠生产性努力， 随着生
产性努力的企业家越来越多， 我们价值
投资的春天真正到来了!
（中国基金报记者杨波 刘明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