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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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分论坛演讲

投资路上我们都是青年
平安保险委托投资部总经理 卢安平
这是中国基金报主办的第四届中国
机构投资者峰会，我上一次来是2014年6
月的第一届会议。 那次会上我的发言题
目是《
看好未来几年的资本市场》，当时
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到处是黄金，无论
讲“
股票还是固收，都是系统性机会。 ”2014
年中到现在，短短三年时间，我们国家的
股票和债券市场都已经分别走了一个完
整的周期，经历了大牛市，然后迎来“
股
灾”和“
债灾”。资本市场就这样周而复始
地轮回着。
这三年， 我所在的平安寿险的境内
二级市场股票组合年均复合回报为
30%， 境内二级市场固收组合年均回报
为9%，这是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在
中国资本市场获得的一个中长期回报。
我之前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工作十多
年 （
2013年从理事会到的平安集团），
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 社保基金境内
二级市场股票组合的年均复合回报为
33%， 境内二级市场固收组合的年均回
报为8%。 社保理事会和平安集团都是大
型机构投资者，资金量都比较大，在中国
资本市场都能够取得这样一个可观的中
长期投资回报。
这么一个回报， 我认为最重要的来
源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和
市场在高速和中速发展， 这么大一个经
济体，这么快的增长速度，给我们投资者
提供了最强大、最扎实的基本面。就像美
国经济发展给巴菲特的产生提供了土
壤， 中国经济发展也给中国的投资者提
供了最好的土壤。 美国过去50年人均
它过去100年为
GDP增长率为1.8%/年 （
2.1%/年）,中国过去50年人均GDP增长率
为7.8%/年，长期复合增长的力量是巨大
的。经济增长比较好的时期，实际利率都
是比较高的，再加上通胀和风险溢价，投
资者获得的名义回报会很高。
另一方面来源是机构投资者秉持价
值投资、长期投资、责任投资的投资理念
和投资方法。十几年前我们一入行时，在
中国资本市场还比较混沌的时期， 就学
习和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和方法， 走价
值投资的康庄大道， 长期实践下来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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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市场贝塔，
还收获了因为市场恐慌和贪婪而送上
门的阿尔法， 以及投资于优势行业和
公司的阿尔法。
以上是回顾和总结过去， 那么展
望未来，我讲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关于
经济基本面， 第二个点是关于投资策
略的一些常识。
第一个点，未来的经济基本面，我
们投资所依附的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
前30年，我们国家以10%的增速高速发
展，近几年发展速度下了台阶，降到6%
一带。 随着基数的提高、绝对和相对经
济水平的提高， 发展速度会逐级下台
阶，这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大家现在
都已经习惯和比较理解了，争议在于人
均收入到了一万美元的水平以后，中等
收入陷阱能否跨过去， 也就是还能否
以一个中等速度再发展10-20年，之后
增速才掉到像美国的2%-3%， 以及更
之后的像欧洲日本目前的0-1%。
我是比较有信心的，是乐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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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要从劳动生产率提升和产业
发展的角度来看。 IMF最近发表的《
全球
劳动生产率》 的报告指出了10个提升劳
动生产率的策略， 其中一个是贸易自由
化带来显著的生产率提升， 进口关税每
减少1%就能使全要素生产率（
TFP）提升
2%，另一个是成年人口中移民的比例每
增长1%，就能使接受移民的经济体长期
劳动生产率提升3%，因为移民提高了人
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国家始终
强调进一步改革开放， 提升贸易自由和
投资准入；我们每年有700万本土大学生
毕业，并有大量海归人才回国，人力资本
在迅速提升，城市化率在进一步提升，因
此我们国家劳动生产率的继续提升是有
坚实基础的。从产业发展角度看，我国从
轻工业的纺织服装玩具起步， 到机械电
气，到通讯电子，及现在开始进入高端机
械、新材料、创新药、集成电路等高端制
造业和服务业。 依我所观察到的产业发
展趋势，未来10年之内，我国芯片行业和
原研药创新药行业将具备国际竞争力；

未来20年之内，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
大推力航空发动机将彻底实现国产化。
攻克了这些高端制造业， 加之中国庞大
的市场资源，人民币就具有了坚实的锚，
将摆脱以美元作锚而实现国际化， 中国
就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当然，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很多
问题，有些是全球共性的问题，比如老龄
化问题、收入不平等问题、腐败问题等，
有些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比如房地产问
题，国企改革问题等。问题很多、很急迫，
但我想表达的是， 这些问题大家都看得
比较清楚，下决心是能解决的，我们要动
态地看未来， 动态地看里面蕴含的投资
机会。 举两个例子， 金融行业和医药行
业，这两个行业过去是比较乱的，问题是
很大的。 金融行业， 铁腕治理正在进行
中，制止银行和非银脱实向虚，股票实施
市场化发行、 严格监管内幕交易和操纵
市场行为、打击欺诈。我觉得这些改革和
整改的方向非常对，措施也得力，未来一
个更好的金融市场值得期待， 金融行业
能够更好地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 我们
价值投资者将迎来更好的投资环境。 医
药行业，尤其是药这个行业，过去两年搞
新药评审改革、一致性评价、临床试验数
据核查、医保目录动态调整等，改革力度
是空前的， 必将指引我国制药行业向造
好药、创新药方向发展，优胜劣汰，真正
的好公司将脱颖而出。
关于经济基本面， 也从机构投资者
角度说一下大家都很关心的债务问题。
中国目前按人均还是新兴国家， 无论是
基础设施，还是人力资本、环境改善，都
还需要大量的投资，不投资就没有增长。
大量的投资从哪里来？要么是股权、要么
是债权，最好是更多的股权，用长期资金
来做更多的股权投资， 这样债务比率上
升就没那么快，经济的波动就没那么大。
机构投资者都知道，长期来看，权益类资
产的风险比固收类资产风险要小、 收益
要高， 因为权益类资产的短期波动风险
会得到风险补偿，存在风险溢价，那么，
长期资金就应该做更多的权益类投资。
可是在我们国家，养老金、年金、保险、社
保等长期资金， 权益投资的比重都比较
小， 监管方面甚至还规定比如30%的权

益投资比例上限。 这些长期资金都不怎
么做权益投资， 我们的债务比率怎么会
不高呢？这个局面只能逐渐改变，未来很
多年，可以预见，我国的债务比率还将进
一步上升， 因为投资和投资资金来源就
是这样。
第二个点，说一下投资常识，投资最
基本的要尊重常识。
股市和债市长期来看会均值回归，
这是一个常识。 均值回归使我们相信世
界是“
静止”的，这次跟上次不会不同，还
会是一样，高估了会跌回来，低估了会涨
上去，存在一个价值和估值中枢，价格有
向价值回归的万有引力。 这个说起来好
理解， 但人性的弱点使关键时刻容易犯
糊涂。 股市在2015年中小创严重泡沫时
还往中小创里面冲，2016年十年期国债
到2.6%一带时还买入债券，或者2008年
和2014年A股跌到2000点以下的时候因
为担心跌而不敢重仓介入，等等，这都是
不相信常识，或者说投资纪律性不够。当
然，均值会有些变化，但这是技术细节，
不能因为技术细节而忘了大方向。
行业和公司要投资于未来， 投资于
变化， 要避免静态地看企业和静态地估
值，这是另一个常识。人口结构和社会环
境在变、 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不断产
生，导致企业的竞争环境在不断改变，我
们要投资于这些变化， 投资于具有未来
竞争力的公司。 所谓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新能源、无人驾驶、5G、靶向药
免疫疗法、共享经济等，令人眼花缭乱，
不一而足。
尊重常识，黄金是好例子。黄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长期
看，投资黄金的收益率等于通货膨胀率，
长期黄金收益率减掉通胀率为零， 低于
债券、更低于股票；短期来看，影响黄金
走势的因素非常多，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
预测黄金的中短期走势。尊重这个常识，
可以少犯错误，不会被忽悠。
查理芒格说他是一本长着两条腿的
书，投资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学习、学习、
再学习。在投资的路上，我们要始终保持
年轻开放的心态，勤于学习，尊重常识，
同时投资于变化、投资于未来。
投资路上我们永远都是青年！

一部分原因是人口增长逐步放慢， 比如
中国乃至亚洲经济增长动能比较强的经
济体也受到人口老化的限制。
2、生产力的增长也有一些放慢。 从
环球经济周期性来讲， 我们处于稍微相
对健康的状态， 但实际增长率比以往有
所放缓。从经济基本面看，对资产配置来
说，相对有利一些环球股票和企业债券。
3、央行资产负债表及其影响。
美联储在未来一年或两年会继续以
每年3到4次的速度将利率逐步正常化。
未来市场更加关注资产负债表什么时候
可以正常化。2008、2009年当美国的利率
已降到0的时候，美联储开始购买美国的
国债以及一些按揭支持债券， 它的资产
负债表规模也从8000亿美元扩大到现在
42000亿-43000亿美元的规模。 在未来5
年、7年、10年，美联储用什么模式把资产
负债表尽量缩减， 但同时不会为市场带
来太多的波动？相信未来3到6个月，美联
储会跟市场有更加紧密的联系。
美联储过去5年最大的进步就是它
在预期管理方面做得越来越成熟， 接下
来美联储可能会以同样的方法， 在资产
负债表缩减的过程，会和市场有互动，希
望把市场的波动尽量减得更少。 这不会
对市场完全没有影响， 美国的债券利息
会逐步上升， 这对于传统防守型的股票
或资产会带来一定的震荡。
日本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日本
央行在整个QE过程中， 从2010年持有
日本政府债10%的比例到2016年底是
差不多40%。 为什么日本央行在2016年
QE资产购买模式出现改变？ 并不是它
对日本通胀或经济有什么看法的改变，
而是它在操作中难度越来越高，怎么维
持长期债券利率稳定而不继续大幅购
买债券，这是日本央行面临的一个技术
性难题。
欧洲方面， 公共机构的债券也是占
了整个市场的20%， 欧洲除了技术性的
考虑外，政治考虑也非常重要。很多国家
特别是德国对于央行印钞票、 买国债有
非常大的意见， 他们认为这会使欧洲的

政府不负责任地花钱或者减税。 所以在
财政自律方面，德国的央行觉得QE会使
得自律性受到损害。
所以，我们面临一个新常态，未来两
到三年不是资金收紧，因为欧洲、日本继
续维持QE，但资金放松的环境会逐步改
变。对于债券，债券在过去十年为投资者
带来非常好的回报以及低风险、 低波动
的优秀特性，但在未来五年、十年，当央
行政策逐步正常化， 债券面对的环境相
对困难，同时如果经济环境继续改善，对
于股票也是相对有利的局面。
4、货币
从2011年开始美元已大幅上涨，我
们很难确定美元什么时候正式 见 顶 ，
但相信离见顶越来越接近， 美元的价
值比起过去十年也处于一个非常偏高
的水平。
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
的统计分析显示， 从1994年到现在两个
不同的情景， 在美元升值及美国10年期
债券利率上升阶段，以及美元持平/贬值
及美国10年期债券利率上升阶段， 可以
看到，不同类型的资产：股票市场、债券
市场， 美元稳定或者贬值的环境对于风
险性资产的历史表现是相对稳定的，特
别是新兴市场的股票， 从12个月的滚动
回报来看新兴市场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 从这一个角度去考虑我们的
未来，我们在整个资产配置的布局，假设
美国利率继续往上，美元开始稳定，甚至
出现一点贬值的话， 资产的配置应该向
股票的部位去走。 很多朋友问这对于国
内股票是不是一个好消息？ 我觉得对国
内股票是一个好消息， 但还是要看一个
重点： 中国A股市场国际化的步伐有多
快？ 因为这个统计分析我们是用H股或
者是MSCI环球新兴市场指数来做计算
的，这里面就暂时不包括A股。 但如果A
股的国际化在未来两三年是逐步放宽，
国际投资者能够更加大量投A股的话，
资金流到新兴市场、流到亚洲市场，自然
就能为A股带来更多资金的支持。
(中国基金报记者 房佩燕 整理)

环球投资三大关注重点
摩根资产亚洲首席策略师 许长泰
过去五年左右， 国内机构投资者的
投资焦点还是以中国为主， 但对于环球
资产或动向越来越关注。 十年前我曾跟
很多美国、欧洲的投资人讲，你就算不投
资中国，也要了解中国，因为中国未来十
年到二十年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现在
我跟国内人讲，就算你不投资国外，但无
论是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市场的开放，我
们的市场受外围因素影响越来越大。 所
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环球投资三大
关注重点。
一、环球经济增长势头。
全球金融风暴已过去近十年， 无论
是美国消费者、还是欧洲消费者，他们的
资产负债表，或者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都
在过去八九年有明显改变。 比如欧洲过
去两年大家都很关注其政治风险、 恐怖
袭击等， 但其实他们的经济表现也是平
稳地在增长，这是很多国内投资者、亚洲
投资者忽略的一部分。 2017年是过去六
七年中，第一年环球经济出现增加方向。
虽然不算很强，但总体方向令人鼓舞。
二、货币政策正常化。
美国2015年开始第一次加息，2016
年12月、今年3月也分别加息一次，预计
美国利率恢复正常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美联储经过三轮量化宽松（
QE），买回来
的资产应该怎么处理， 资产负债表怎么
正常化？ 也会影响环球市场未来两到三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重点。
欧洲、 日本的央行货币政策也逐步
出现变化，比如欧洲央行现在在讨论，他
们的负利率政策什么时候开始回归正
常？ 因为负利率政策对于经济的帮助其
实不明显， 唯一的受害者是欧洲的银行
业。怎么样把政策逐步正常化？有没有条
件正常化？这也是我们在经济研究、市场
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另外欧洲和日
本也有量化宽松， 但他们现在面对的问
题不是他们不想做， 欧洲方面面临很大
的政治压力， 央行开始停止或者放慢资
产购买的规模。 在日本方面，政府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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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政府手中， 如果继续买的话，
对于市场的扭曲长期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在经济改善中，宽松货币政策
的需求越来越少。 同时在某些国家，
这些非正常或者非典型的货币政策
也面临一定的压力需要做出改变。 这
方面对于未来市场的影响，也是我们
非常关注的。
三、美元强势到达尾声？
美元从2011年开始从熊变牛，当
然美元的牛市最明显的是2013年美联
储开始提出要QE退场。 2014年和2015
年，美元对于日元、欧元、英镑等主要
货币也出现明显升温。 我们相信美元
的强势逐步到达尾声， 这对人民币及
环球货币未来的走势以及市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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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环球的数据可以看， 但我
们通常第一个看环球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
数据显示，2015年4月到2017年3月
间，环球数据有几个重要现象：
1、2016年下半年， 环球经济增长的
动能逐步改善。无论是成熟市场如美国、
欧洲甚至日本，还是新兴市场，环球制造
业增长的步伐逐步改善。 现在环球经济
增长不单是依赖一两个地区或国家带
动，是越来越多成熟市场、新兴市场一起
推动环球经济。当然，这并不代表环球经
济会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 如美
国、欧洲分别3%-4%的经济增长。 因为
现在环球经济平均增长率已逐步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