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全球最优秀
的投资者

当我24年前加入渣打时，认识了全球

最佳的交易员。他完美地把握了市

场时机，总是在低位买入、高位卖出。毫

无疑问，这样的回报既丰硕又令人羡慕。

但他的问题是：只会按照之前出现的结果

来「预测」结果。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在知道结果之前

做出决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考虑不确定

因素，这对如何行动和计划有很大影响。

在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总

有不投资的理由。而且，我们在尝试预测

未来时，很自然地着重负面的信息和观

点。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这种偏见实际上

会鼓励市场评论员预测糟糕的结果，因为

他们更有可能获得点击。这种恶性循环会

对人们的投资表现造成很大的损害。

让我们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假设在2020 

年3月，我对疫症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

有准确的预测。

我可能很难继续投资于股票，更不用说增

持股票了，尤其是考虑到类似世界末日的

预测。

感恩的是有两件事让我受益匪浅。第一， 

对于市场结果，我普遍持乐观态度，并将

巨大的刺激政策视为股市「随心所欲」的

时刻。第二，我会在市况疲弱时增加

投资，很少在升市时减持。

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基于三个基本信念：

长远看好股市向上

在任何12个月期间，股票跑赢债

券的可能性大约是债券的两倍

市场跌市的时间非常难以掌握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大致同意前两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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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探讨更具争议的第三个信念。在这

方面，我有两点想分享。

首先，分析师使用许多指针来显示股市可

能会表现疲弱，例如以保证金融资的股票

购买量、倒挂收益率曲线、股票市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等。然而，我们尚未

找到任何可靠的指标，足以改变我对12 

个月或更长时间内的第二个信念。

其次，人们常常忽略的是，不仅要把握高

位的时机，还要把握再入市的时机。如果

你在2020年3月至4月股市波动时不作为，

相比起在全球股票见顶一个月后卖出，然

后在低位一个月后再入市，前者的情况会

好得多。在后者的情况下，你再入市时的

价位可能会较售价高10%。

 

当然，真正的结果往往要糟糕得多。我与

很多投资者交谈过，发现他们对股票的投

资严重不足，因为他们在跌市时感到恐

惧，又担心已错过了入市良机。

那么这些投资者应该怎样做呢？那么这些投资者应该怎样做呢？  
我有三点建议。首先，要确定未来2-3年

的投资配置。其次，从小处开始，但仍然

要对准目标开始投资。定期将储蓄注入投

资，如果债券或股票被抛售，你可以增加

投资。第三，保持多元化。开始投资时尽

量不要专注于个别领域。当基础配置建立

后，可以再增加各类投资，这样大家便可

以成为优秀的投资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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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渣打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的私人银行部门。有关本文件提及的任何证券或以证券为基础的衍生工具合约，本文件与本发

行人文件应被视为资料备忘录（定义见第289章《证券及期货法》第275条）。本文件旨在分发给《证券及期货法》第4A(1)(a)条

所界定的认可投资者，或购买该等证券或以证券为基础的衍生工具合约的条件是只能以不低于200,000新加坡元（或等值外币）支

付每宗交易。此外，就提及的任何证券或以证券为基础的衍生工具合约而言，本文件及发行人文件未曾根据《证券及期货法》于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注册为发售章程。因此，本文件及关于产品的要约或出售、认购或购买邀请的任何其他文件或材料均不得直接

或间接传阅或分发，产品亦不得直接或间接向其他人士要约或出售，或成为认购或购买邀请的对象，惟不包括根据《证券及期货

法》第275(1)条的相关人士，或(ii)根据《证券及期货法》第275(1A)条并符合《证券及期货法》第275条指明条件的任何人士，

或根据《证券及期货法》的任何其他适用条文及符合当中指明条件的其他人士。就本文件所述的任何集体投资计划而言，本文件

仅供一般参考，并非要约文件或发售章程（定义见《证券及期货法》）。本文件不是亦不拟是(i)要约或购买或出售任何资本市场

产品的招揽要约；或(ii)任何资本市场产品的要约广告或拟作出的要约。存款保险计划：存款保险计划：非银行存款人的新加坡元存款由新加坡

存款保险公司投保，依据法律每位计划成员每位存款人的投保金额上限为75,000新加坡元。外币存款、双货币投资、结构性存款

及其他投资产品均不予投保。此广告未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核。台湾：台湾：渣打银行或台湾渣打国际商业银行可能涉及此文件所提

及的金融工具或其他相关的金融工具。此文件之作者可能已经与渣打银行或台湾渣打国际商业银行的其他员工、代理机构讨论过

此文件所涉及的信息，作者及上述渣打银行或台湾渣打国际商业银行的员工可能已经针对涉及信息实行相关动作（包括针对此文

件所提及的信息与渣打银行或台湾渣打国际商业银行之客户作沟通）。此文件所载的意见可能会改变，或者与渣打银行或台湾渣

打国际商业银行的员工的意见不同。渣打银行或台湾渣打国际商业银行不会就上述意见的任何改变或不同发出任何通知。此文件

可能涵盖渣打银行或台湾渣打国际商业银行欲寻求多次业务往来的公司，以及金融工具发行商。因此，投资者应了解此文件信息

可能会因渣打银行或台湾渣打国际商业银行的利益冲突而反映特定目的。渣打银行或台湾渣打国际商业银行与其员工（包括已经

与作者商讨过的有关员工）或客户可能对此文件所提及的产品或相关金融工具、或相关衍生工具金融商品有利益关系，亦可能透

过不同的价格、不同的市场条件获得部分投资部位，亦有可能与其利益不同或是相反。潜在影响包括交易、投资、以代理机构行

事等造市者相关活动，或就此文件提述的任何产品从事金融或顾问服务。渣打银行或台湾渣打国际商业银行的部分员工或单位可

能透过或取得作者与相关员工无法获取的非公开的信息，可能（正面或负面）影响此文件所涉及的信息。阿联酋：阿联酋：迪拜国际金融

中心 – 渣打银行根据《1853年皇家特许令》（参考编号ZC18）在英格兰以有限责任形式注册成立，公司的主要办事处位于英格

兰，地址为1 Basinghall Avenue, London, EC2V 5DD。渣打银行获英国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认可，

并受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和审慎监管局监管。渣打银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分行为渣打银行的分

支机构，办事处位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地址为Building 1, Gate Precinct, P.O. Box 999, Dubai, UAE），受迪拜金融服务

管理局（Dubai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监管。本文件仅供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规则手册（DFSA Rulebook）所界定的专

业客户使用，并不以该手册所界定的零售客户为对象。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我们获授权仅可向符合专业客户及市场对手方资格

的客户而非零售客户提供金融服务。阁下身为专业客户，不会获得零售客户享有的较高程度的保障及补偿权利。如果阁下行使归

类为零售客户的权利，我们将未能向阁下提供金融服务与产品，原因是我们没有持有从事这些活动所需的牌照。就伊斯兰交易而

言，我们在本行的Shariah Supervisory Committee的监督下行事。本行的Shariah Supervisory Committee的相关资料现已载于

渣打银行网站在https: //www .sc. com/en/ banking/ islamic-banking/ islamic-banking-disclaimers/ 的伊斯兰理财部分。

阿联酋：阿联酋：就阿联酋居民而言，依据阿联酋证券与商品局2008年第48/r号关乎金融咨询与金融分析决议所述的涵义范围，渣打银行

阿联酋分行没有在阿联酋或向阿联酋提供金融分析或咨询服务。乌干达：乌干达：我们的投资产品与服务由获资本市场管理局发牌为投资

顾问的渣打银行乌干达有限公司分发。英国：英国：渣打银行（以渣打私人银行之名营业）根据南非的《2002年金融顾问及中介机构服

务法》获认可为金融服务提供商（牌照号码45747）。越南：越南：本文件由渣打银行（越南）有限公司在越南分发，并归属于该单位。

此公司主要受越南国家银行监管。越南的收件人如对本文件的内容有任何疑问，应联络渣打银行（越南）有限公司。赞比亚：赞比亚：本

文件由渣打银行赞比亚有限公司分发，该公司在赞比亚注册成立，并根据赞比亚法律《银行与金融服务法》第387章向赞比亚银行

注册为商业银行及获颁发牌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