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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行情软件的投资者
上次接受《红周刊》访谈时，独立投资人荣令睿前一天去了比亚迪“秦
战列国”直线加速擂台赛现场，亲自观看比赛并感受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秦”的驾驶体验。真是巧合，这次因出书联系他完善稿件，他刚从北京车
展回来，去调研各厂家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并参加比亚迪“唐”的发布会。
作为一位比亚迪公司的分析者以及投资者，尽管 2012 年比亚迪 e6 深圳被
撞起火引发市场对电动车安全性的质疑，荣令睿也未减少对比亚迪的看好，
并在 2011 ～ 2013 年持续对比亚迪进行买入，基本上从未卖出。
“比亚迪是有争议，并且 2011 年、2012 年股价曾经比较低迷。但作为
投资者，要研究股价低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市场有时仅仅能看到企业短
期发生的问题以及企业利润下滑的表象，却看不到企业持续不断的战略投
入和产品竞争能力的提升。有些股票价格的下跌对一些人来说是风险，对
另一些人来说反而是机会。”在股价低迷时期，荣令睿能坚守并持续买入比
亚迪并非因为巴菲特持股，他有自己的一套分析逻辑，并曾在 2013 年雪球
投资策略会上做了专题发言“比亚迪的梦想和现实”，跟球友一起分享。
可能与理工科背景有关，曾在通信行业做高级工程师的荣令睿，投资
中理性思维较浓，从其持续给一些媒体写的文章中可见一斑。他不逛股吧，
但是会经常浏览股票池里相关公司的产品论坛、参加公司产品宣传活动；
他不但看巴菲特等人的价值投资书籍，而且看心理学、物理、进化论、基
因等科普类书籍；他不听研究员的业绩预测，但是会跑进超市去和销售人
员聊天……甚至到现在，他的电脑、手机里都没有安装行情软件！
这些年荣令睿年化投资收益平均在 30% 以上，并且还没有在哪个年份
出现浮亏，不过他经常说：“这有运气的成分，肯定会有亏损的时候，也许
是明年，也许是后年。”

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快速进阶
荣令睿在 2007 年上半年正式开始投资，大盘从 3000 点涨到 6000 点他
还稍有亏损。“我刚开始也看 K 线，但觉得不靠谱，不到半年时间就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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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本面投资。”此后研究的第一只股票是黄山旅游：“当时我计算了黄山
旅游的门票、索道的运营情况，觉得 5 年之内公司的收益比较稳定并有增
长，预计收益率会高于一般债券，并且具有较大确定性。”于是重仓买入黄
山 B 股（900942）。按照这个思路，荣令睿把能力圈慢慢地拓展到了身边
的消费品，收集资料并不断逛超市、商场等，逐步开始关注贵州茅台、张
裕、老凤祥、云南白药、东阿阿胶、谭木匠、双汇发展等公司。
当初，荣令睿像很多刚接受基本面投资理念的投资者一样，过于看重
公司财务指标和资产情况等，经常做巴菲特所说的捡“雪茄烟蒂”的事情，
他曾经买过金利来、粤电力 B 等一堆估值看似非常便宜，但没有多少成长
空间的公司。但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在这个阶段停留太久，这从当时写的
“两头受气的公司没有多大投资价值”的文章可见一斑。“买什么，花多少
钱买，这才是投资的核心。其他都是策略层面的问题。”荣令睿认为，投资
中应把 90% 以上的精力放在研究公司和估值上。
他不在“价值投资”还是“成长投资”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而是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买入看似低估而自己不太认可的公司，等待它估值
回升后卖出，是较难操作的。换句话说，我更喜欢在买入决策时能不用考
虑卖出目标价，只需不断跟踪，等公司基本面变差或者过度高估时再考虑
卖出的事情。这样我更愿意寻找有竞争优势的成长型公司，以合适的价格
买入并长期持有，这种方法不错，也符合我的性格。”

对话荣令睿
大道至简，投资不简单也不容易
《红周刊》：您 B 股、港股、美股都买，不同市场如何配置？
荣令睿：其实我没有刻意去配置，多市场配置是因为想买的公司不在
A 股上市，或者两地上市的公司其他市场价格比 A 股便宜。在资金投入规
模方面也没有意去平衡，并没有所谓的不同市场资金配置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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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开 通 B 股 账 户 是 因 为 黄 山 B 股（900942）、 张 裕 B（200869）
等公司比 A 股便宜，2009 年开通 H 股投入比例较少，买入金利来（00533.
HK），后来认错后买入谭木匠（00837. HK），后来再认错买入比亚迪股份
（01211. HK）。2012 年开通美股，就是为了买入奇虎 360（NYSE:QIHU），
后来增加欢聚时代（NASDAQ:YY）、深圳迈瑞（NYSE:MR）等。
《红周刊》：还说比亚迪，2012 年各种“门”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跌，
当时公司利润只有上千万，市盈率特别高，在当时情况下对于比亚迪是否
放宽了买入要求？
荣令睿：衡量一家公司是否优秀、估值是否便宜不是市盈率（PE）、市
净率（PB）高低那么容易，那样就过于简单了。不能因为买入的市盈率高
就认为是放宽标准，买入的市盈率低就认为是符合标准。如果有公司在某
些年利润很少或者暂时亏损，市盈率会变得奇高或者无法计算，但公司的
价值可能没有多大变化。另外，处于成长中后期的公司或者盈利高峰的周
期性公司，低市盈率反而可能是最大的价值陷阱。我认同徐星投资张东伟
所说，市盈率指标在公司发展阶段处于中后期才更有意义。对于公司估值，
市盈率指标仅供参考，我们不能高估它的作用，成长性好的公司给予 30 倍
市盈率和一般成长性公司 15 倍市盈率都可能在合理区间。
区别于具有垄断特性、业绩总体上长期保持稳定增长的公司，比亚迪
更像面临巨大市场空间的冲浪型公司。这样的公司都面临现有市场强大的
竞争对手，如果该类公司在成本、业务模式、技术整合等方面具有根本性
优势，一旦冲浪成功，将可能成为巨大规模的公司。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什
么是破坏性创新、创新者的窘境等，有助于理解比亚迪。我当时的判断是，
比亚迪具有电池制造技术、跨行业垂直整合及集成创新、低成本、“技术为
王、创新为本”的企业精神、大规模战略投入积累等优势（见图 3-1）。今
天看来这些判断仍然成立，在汽车电动化、汽车电子化的发展趋势下，这
种注重低成本、技术突破，并且横跨电子电池行业、没有历史包袱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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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走到行业变革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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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比亚迪汽车产业整合趋势

所以，总体上来讲，我不认为当时自己放宽了买入标准。但逆向投资
买入面临困境的公司，还得问自己如下几个问题（见图 3-2），在衡量失败
概率小、价格方面有一定补偿的情况下，才大仓位投资比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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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投资比亚迪的分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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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周刊》：谈谈您的投资体系吧。
荣令睿：其实我还没有认真总结过自己的投资体系，只是在不断地优
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觉得自己仍是一个学习者，不一定能总结好。
二是觉得格雷厄姆、巴菲特、查理·芒格、塞斯·卡拉曼等人已经把投资
理念和体系讲得足够好了。三是我看了一些人总结的投资体系后，反而不
想那么早地固定自己，简单的罗列容易教条化。
以前我曾表述过的文字更像是投资的基本态度和理念，也不是投资体
系。比如，第一，本着买股权的心态买股票，买的是股权，不是赌博的筹
码；第二关乎行业、能力圈，我只买我能理解并认为是优秀的公司；第三
是安全边际，找到好的公司后，要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不要被所谓的伟大
冲昏头脑。其他的诸如怎么止损、怎么加仓、如何考虑市场情绪等都是策
略上的事情。
这里我更愿意谈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要固化思想。对于芸芸众生，如果
长期甚至余生都想存活在这个“一盈九亏”的市场里，我们的投资理念和
体系可能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除非你认为自己已经找到最好的方法，再
也不需要学习和优化了。优化投资理念和体系，有时候取决于你能否“干
掉自己的宠儿”，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跟每个人的意识形态、基
因性格、以往成长经历等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基本面投资者是从技术分析转化过来的，并且在“ K 线和交易量”
的世界里耕耘了很多年，能“干掉自己的宠儿”真是不容易，当然这也可
能是头破血流后不破不立的结果。与技术分析分手后，我们可能会转向财
务分析，比如用 PE 和 PB 估值、分析资产和现金流等，可能一时豁然开
朗，仿佛自己就是格雷厄姆、塞斯·卡拉曼。当然很多人会将所谓的技术
分析和价值投资相结合，止步于此。但如果认为基本面投资就是用 PE、PB
等来估值，又过于简单了。积极思考的投资者可能发现，对自己不了解的
公司进行财务指标分析和估值，以此进行决策具有非常大的风险。
后来，我们可能会学习巴菲特，并意识到自己要有自己的“能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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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选择少数行业或企业，并重点选择有明显“护城河”的公司。可我们如
果没有深入的思考和丰富的阅历，对“护城河”的理解又可能过于死板和教
条。认为“护城河”就是行政垄断、准入管制、地域垄断、强大品牌等，这
类投资者手里长期持有大把的、确实有“护城河”的发电输电、旅游景点、
煤炭水泥、公路铁路、通信运营，甚至银行券商等公司股票，但可能不会有
好的回报。
类似黑猩猩继续向人类进化一样，我们开始理解有“护城河”的公司，
并不等于“傻子都能经营好的公司”，公司竞争优势是动态的，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学习巴菲特，如果不理解其文字背后的态度，仅仅按名言名句似
的心灵鸡汤来解读，只会误人误己。正如徐星投资张东伟所说，我们要长
期进行投资实践，就不能停留在寻找“傻子都能经营好的公司”层面，因
为这样的公司越来越少，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也越来越稀有。“划怎样的船比
如何划更重要”，并没有说“如何划”不重要。对于企业的发展，公司领导
人的眼光及团队、公司战略方向和投入等要素也起到重要作用，并且“护
城河”往往是综合优势的体现，并不仅仅是单一优势的结果，长期、多方
面的优势积累，往往产生“涌现”的结果，这种优势同样可以是“护城河”，
只要企业不发生重大问题并持续努力发展，也同样会达到竞争对手难以企
及的高度。比如天士力的“护城河”是什么？可能更多是公司长远的战略
思维、长期打造的各种优势的积累、在中药现代化方向上的坚持、持续不
断的投入等，很多传统中药公司只能望其项背。比如比亚迪的“护城河”
是什么？表面上看好像是低成本和技术创新能力，但背后是公司长远的战
略方向和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等。比如从模具开发、关键零部件自研自产
到整车制造，形成纵向产业链整合，从而达到低成本优势；比如发挥自身
电子、电池和整车制造的综合能力进行跨行业整合，进一步引领汽车电子
化、汽车电动化的趋势。没有这两个方向的整合，比亚迪就不会那么快在
TID、DM2、汽车电子等方面快速突破，并低成本制造出来。很多互联网
公司的“护城河”是什么？比如腾讯、阿里巴巴、小米、奇虎 360、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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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等，如果我们太早地固化自己的投资体系，可能永远不会去关注、去
理解。作为投资者，我们要不停地思考，思考得越深，看得越远。
我们还需要优化自己的投资体系吗？需要。“护城河”并不能让你在任
何时候都获得好的收益，并且行业和企业是有发展阶段的，所以才有“十
年前一个宝钢等于十个招行，十年后一个招行等于十个宝钢”的说法。企
业发展基本都有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等几个阶段，当然阶段
界限并不一定清晰明确，各阶段持续时间也长短不均。在企业成熟后期甚
至在衰退期，就算以较低的 PE、PB 买入，也往往难以有较好的回报，甚
至会亏损累累。另外，企业发展周期往往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消费
趋势等有紧密的关系。巴菲特说“不关注宏观经济”，仅仅说的是不关注经
济指标和所谓的专家预测等，可没说不关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形势和动向。
企业的价值更取决于未来的盈利能力以及盈利的确定性，跟目前挣多少钱
没有根本的关系。我们这个时代在不断演变，以前的行业认知经验和取得
良好业绩的经验，并不一定在以后还能取得好的效果。在研究行业变迁、
企业基本面发生变化时，我们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比如，互联网特别是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现代物流行业也取得高速发展，若不能深入理解
这些变化对部分商品中间批发商、零售渠道的影响，就难以判断苏宁电器
曾在几年前发生的基本面变化，以为仅仅影响其销售额，却不能认识到导
致其盈利能力下降的行业本质。再比如，如果我国长期重基础建设、粗放、
低端、重污染的时代即将结束，投资者长期持有水泥、钢铁、冶炼、重工、
煤炭、地产等，在所谓“低估”的行业里苦苦煎熬也可能没有好的结果。
说到这里，对于投资体系，我的理解不应是简单的几条原则，比如买哪个
行业、毛利和 ROE 高于多少、PE 低于多少的公司等，更应是投资相关的多个
能力角度的综合体现。在每个能力角度，都应有一系列的观念、认知、技能等
作为基石来支撑，并需要不断调整、优化和完善。最近读了李杰（雪球 ID ：@
蓝水晶苍蝇拍）的文章，他说投资中存在三个本质挑战：第一要认识自己，第
二要看清企业，第三要弄懂市场。我认为非常到位，并认同投资体系中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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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包括这三项：认识自己——了解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认清我们自身的
局限性，弱化过于自信、确认偏误等一系列的误判心理；看清企业——用
90% 以上的时间来分析行业、研究企业，衡量价值和价格的关系，而不是
不停地投机博弈等；弄懂市场——认识市场的本质，价值对价格的决定作
用，市场存在一定程度上不可克服的随机性，理解生存者偏差现象等。
《红周刊》：您认为行业选择和能力圈应该怎么理解？
荣令睿：我们一般说能力圈是指选择投资行业的范围、所属的企业能
否弄懂等，这可作为狭义的理解；其实投资者的能力圈还应该包括投资方
向、方法的选择，比如在期货、黄金、债券、股票、权证等投资或者投机
方向中，哪些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比如在 K 线技术分析、基本面分析、跟
庄坐庄等投资或投机方法上，哪些在你的能力范围内？这两个问题值得我
们认真考虑，因为绝大多数的风险来自于做事需要的能力超过了自己所拥
有的能力，而自己却泯然不知、过于自信或者欲罢不能。对一些人来说，
其他的方式方法也许更好，只是截止到目前，我所选择的股票投资方向、
基本面分析方法更适合我而已。
回到行业选择和能力范围问题。我们如果仅仅关注一个行业就不太好，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持续发展超过所有其他行业，并且单一行业可能
持续估值过高没有多少买入机会；但关注的行业过多，又很容易超出自己
的能力，并且由于投入精力过于分散而导致判断的准确性明显下降。所以
能力范围也是平衡的结果，并且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我们不断学
习和知识的积累，关注范围可以适当扩大或者调整。查理·芒格说投资者
要有三个框：“不理解不投资的”
“理解不投资的”
“理解并投资的”，第一个
框最大，第三个框最小。通过排除法，就可以筛除 90% 以上的公司了。
《红周刊》：您目前主要关注哪些行业？
荣令睿：目前，我主要关注并看好以下几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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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代表消费升级的品牌消费品、中药现代化企业等。社会发展的过
程总要伴随着消费的增长和演化升级，这是主基调，并且品牌消费品企业
的发展趋势、业绩变化等都容易把握些。医药需求空缺、人口老龄化和我
国制造工艺的升级等因素，为我国中药现代化企业打开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是代表我国竞争实力的中高端制造业，特别是新能源、高铁、医疗设备
等。中国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制造业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中国低
端制造的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并容易向印度、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转移；但中
高端制造业国际转移速度要远低于低端制造业，因为促进转移的因素不仅仅是
低成本，还往往需要伴随巨大本地市场需求的爆发、技术发展或瓶颈突破、政
策放开或支持等，家用电器、电信设备、工程机械、发电输电设备等行业向中
国转移都伴随这一过程，现在和未来还会有高铁、汽车、医疗设备、机床、工
业机器人等。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同时拥有低制造成本和低
研发成本：不但有大规模的低成本工人，还有大规模的低成本研发人员及技术
工程师，其成本往往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成本优势明显。
三是代表信息生产和消费的 TMT 产品或服务等。我 2012 年才开了美股
账户投资互联网类的公司，以前认为这类公司难以判断，不关注不投资。现
在虽然关注并投入，但还是比较谨慎，所以选择投资的标准也比较苛刻，几
个条件要同时具备。我错过很多机会，只买入了 20 美元的奇虎 360（NYSE ：
，这两家公司当时几乎都是年
QIHU）
，26 美元的欢聚时代（NASDAQ ：YY）
收入增长率近 100%，除去期权成本等因素也就二三十倍的市盈率。
我选择互联网类公司的四个条件是：
● 条件一：选择主业在中国并且产品或服务是面向个人用户的，这样
我更容易去了解。
● 条件二：选择有上亿用户基础的平台类型公司，因为平台类公司体
量大且相对稳定、容易形成寡头垄断等，比如我宁愿选择游戏分销
平台也不选择游戏开发类公司。
● 条件三：选择增值业务或者广告收入模式的公司，不选择电商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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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尽管基于互联网的电商冲击了传统商业渠道，但其自己也不是
好业态，至少目前不是。
● 条件四：公司必须是现在就挣钱，而不是未来可能挣钱，就算不考
虑预期，基于当时的财务估值也不能太离谱。
其他行业若有明显的投资机会也会关注，但不会是主流。投资是一道
选择题，而不是是非判断题。在大量的公司中选择少数能把握的、确定性
高的就够了。
《红周刊》：您这几年收益最大的是哪些股票？当时卖出的依据是什么？
荣令睿：增长倍数最多的是老凤祥 B（900905），从 2008 年年底持有
到 2011 年，大概赚了近 7 倍，但自己当时资金规模较小，并没有赚多少
钱。老凤祥在 2008 年年底的时候名字还是中国铅笔，当时其持有老凤祥约
50% 的股份，并将进一步增持到大概 70%，而老凤祥是一家存在了 400 多
年的黄金饰品企业，并且是中国第一品牌。我调查了北京、西安等地一些
柜台，人气也不错。在泥沙俱下的 2008 年及 2009 年年初，中国铅笔的市
值下跌到十几亿元人民币，我当时估算老凤祥在上海的几个银楼，价值都
可能不止这个数，并且从财务的角度看也不存在明显的风险。
2011 年随着黄金价格的暴涨，老凤祥 B（900905）在 10 送 3 基础上又
上涨了 30%。老凤祥股价的上涨，很大部分来自黄金价格的暴涨提振了业
绩，投资者预期由原来的悲观变得极其乐观。我自己没有任何能力判断黄金
价格的未来，面对 1 900 美元每盎司的黄金价格，以及各种媒体关于普通百
姓疯狂储金的报道，我对黄金价格下跌的担心也日渐放大。后来选择了对老
凤祥 B（900905）全部卖出，没有想到还卖在 2011 年的高点上，运气比较好。
由于后来资金基数的扩大，目前盈利规模最大的是比亚迪股份（01211. HK）
和比亚迪（002594）
、奇虎 360（NYSE:QIHU）等。比亚迪基本没有卖出，奇
虎 360（NYSE:QIHU）在 105 美元卖出一半以上，欢聚时代（NASDAQ:YY）
还没有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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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周刊》：再举一个基于公司基本面发生变化而卖出的案例吧。
荣令睿：2008 年及 2009 年年初我买入张裕 B（200869），成本 28 港
元左右；2011 年 81 港元卖出一半，2012 年 84 港元（2012 年 6 月除权前）
全部卖出。
当时买入的时候，进口葡萄酒的影响有限，行业里没有几个竞争者，
而张裕的管理层、品牌、产品的毛利率等各项指标都不错。但是随着国内
放开了葡萄酒销售，国外红酒产品开始大量涌入，整个市场的竞争格局就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些年，中国葡萄酒主要是国产葡萄酒的天下，国产
葡萄酒占比在 90% 以上，随着进口葡萄酒规模不断攀升，占比不断下滑。
进口酒的增长速度是国产葡萄酒生产规模的 2 倍左右。2012 年葡萄酒进口
39.45 万千升，是国内葡萄酒产量的 28.6%，进口额是 15.8 亿美元，是国
内葡萄酒产值的 35% 左右，超过了 1/3。张裕的主要竞争对手从国内的长
城、王朝转移到进口葡萄酒，竞争日趋激烈。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张裕葡
萄酒的销售以及定价体系。况且，我国葡萄酒进口市场还没有到平稳期，
随着葡萄酒巨头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以及国内实力强大分销商的推动，短
期内对国内葡萄酒厂家的冲击可能更加严重。
2012 年，有两个关于张裕的信息引起了我的警惕。第一个信息是 2012
年长城、张裕开始大力做葡萄酒进口渠道商。张裕、长城本身以葡萄酒生产
为主，为什么还要做葡萄酒进口渠道商？它们要怎么处理代理品牌与自己产
品的竞争关系？就算企业一直强调有品牌、价格、市场等方面的区隔，我仍
表示怀疑，张裕产品本来就覆盖低、中、高端，完全区隔是不可能的。去做
葡萄酒进口，是否是为了提升业绩迎合资本市场？自身产品业绩增速难道不
够吗？第二个信息是 2012 年第一季度张裕公司销售额出现负增长，我去超
市做了些调查，跟销售人员做了交谈，确认了一些信息，然后选择了清仓。
在张裕基本面发生变化时选择了卖出，一是运气好，二是觉得自己当
时买入后还算能理性看待这个公司，并进行了持续跟踪研究，并没有期望
一劳永逸或者喜欢上自己买入的公司。张裕是难得的好公司，作为中国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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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酒的龙头企业仍值得关注，我有可能再次投资。
《红周刊》：对于张裕基本面的变化，您更倾向于定性分析吗？定量分
析的结果又是怎样的？
荣令睿：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历史或者当时的财务指标，由于指标具有
滞后性，就算发现，也很难判断问题，所以我更强调用定性分析来判断基
本面变化，指标发生变化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收入方面，张裕运营收入快速增长，2012 年明显下滑。2012 年前几年
毛利率非常高，甚至超过 70%，是典型的轻运营成本、高毛利率的公司。
净利润率近几年也从不到 20% 提升到惊人的 30% 以上（见表 3-1）。
表 3-1
2006 年
运营收入（亿元） 21.67
毛利率（%）
67
扣除后净利润
3.95
（亿元）
净利率（%）
18.2

2006 ～ 2012 年张裕收入和利润情况
2007 年
27.30
70

2008 年
34.53
70

2009 年
41.99
72

2010 年
49.83
75

2011 年
60.28
77

2012 年
56.20
—

6.34

8.87

11.07

13.75

18.35

16.95

26.4

27.6

30.4

30.2

23.2

25.7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现金流方面，张裕净利润增长速度远高于经营性净现金流增长速度。
自 2008 ～ 2011 年，净利润增长了 113%，但经营性净现金流仅仅增长了
20%。这主要是因为 4 年来存货的持续大幅增长：2008 ～ 2011 年存货每年
都有 1 亿元以上的增加，甚至 2011 年增加了 4.7 亿元，存货总计达到 17.7
亿元。这导致利润增长，但经营性净现金流并没有增长（见表 3-2）。
表 3-2

张裕经营性净现金流情况
2008 年
8.945
0.016
0.539
0.042
0.000
0.010
0.000
-0.400

净利润
加：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生物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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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360
0.015
0.549
0.037
0.010
0.009
-0.004
-0.333

（单位：亿元）
2010 年
14.542
0.048
0.728
0.041
0.041
0.013
0.004
-0.323

2011 年
19.072
0.144
0.899
0.046
0.020
0.102
-0.027
-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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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经营性净现金流

2008 年
-0.040
-0.221
-1.621
0.273
4.967
12.510

2009 年
-0.026
-0.473
-1.261
-0.496
4.246
13.596

2010 年
-0.009
-0.210
-1.630
-0.482
-0.135
12.899

2011 年
-0.001
-0.153
-4.693
-1.057
1.165
15.057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虽然张裕经营性净现金流当时保持增长，但由于固定资产投入较大
（主要是石河子等一些酒庄的在建工程、生产线改扩建在建工程的转固），
自由现金流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见表 3-3）。
表 3-3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入②
自由现金流（估算）= ① - ②
净利润
自由现金流（估算）/ 扣除后净利润

张裕自由现金流情况
2008 年
12.51
2.86
9.65
8.87
109%

2009 年
13.60
2.67
10.93
11.07
99%

（单位：亿元）
2010 年
12.90
5.14
7.75
13.75
56%

2011 年
15.06
7.66
7.39
18.35
40%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仅从财务指标看，张裕公司是有点问题，但并不能说明张裕当时面临
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特别是随后我国新一届政府的反腐工作，对葡萄酒
企业进一步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我后来做了总结，财务指标具有滞后性，多数不能有效判断企
业基本面的变化，判断变化更依赖于定性分析。企业基本面的变化各不相
同，但大多数是竞争对手发生明显变化，产品的竞争力出现问题，关注公
司产品比关注财务指标更重要。很多时候，环境变化趋势是明显的，但在
财务报表上的反映是滞后的。这对于持有该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进行判断会
造成较大的困难——利润并没有下滑甚至还在增长，股票的估值看起来并
不高，甚至 PE 还比较低，但公司基本面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这将影响
所谓“价值投资者”的正确判断，让他们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环境发生
的巨大变化，并且对发出警告的人或者文章很是不屑。就算我们买入了某
只股票，也要保持对行业变迁、竞争恶化、公司产品竞争力弱化等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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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随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尽量不要受禀赋效应、确认偏误等心理因
素的影响，不能只听好消息，还要警惕坏消息出现的蛛丝马迹。
《红周刊》：您如何看待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正确使用？
荣令睿：这是一个经常争议但不应该争议的问题。如果是以基本面分
析为主的投资者，这两个方面需要综合考虑，缺一不可。只进行定性分析
的内容更多，工作量更大，而定量则作为检验、估值参考等。比如我们要
分析企业所处的行业发展空间、相关政策、竞争环境、自身竞争优劣势、
管理层及战略、盈利能力、盈利的可持续性等，特别是还要理解公司大概
所处的发展阶段等。
有人往往通过财务指标比如 PE、ROA、毛利等指标筛选出部分公司
后，再进行逐个分析，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个好方法，但我不会去这么做。
过于关注财务指标和估值，往往会把优秀的公司在第一轮中就筛掉，原因
是不满足他们的指标要求，这样处理有些过于简单了。另外，从财务指标
出发，并过于重视定量分析而弱化定性的判断，容易进入误区，经常买入
指标好的“烂公司”，而错过指标差的“好公司”。其实，不同的行业往往
没有可比性，同一行业的不同公司也没有可比性，特别是不同发展阶段的
公司财务指标就更不能简单对比了。比如对于发展初期的电子、互联网类
公司，跟发展中后期的钢铁、银行、地产等公司，定量标准应该是不同的，
我们不能以后者的“便宜”来驳斥前者的“贵”。
另外，重要的是，在做财务分析时，我们需要做的是分析财务数据背
后的原因，透彻地了解企业，才能及时地把握公司基本面发生的变化。比
如分析收入要分析收入来源、收入质量、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以及其可持
续性等。一个靠大规模营销费用增长换来的收入跟自然增长的收入相比，
在质量、可持续性方面都有巨大的不同。比如分析自由现金流，需要分析
自由现金流变化的原因，如果投入规模过大影响到自由现金流，就需分析
投入的资金都做什么了，为什么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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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周刊》：太抽象了，还是以案例来说明吧！
荣令睿：比如我们分析张裕近 10 年取得的优良业绩是否有特定的原因，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整体市场快速增长的前提。近 10 年，我国葡
萄酒市场需求增长较快，整个行业收入规模迅速增长。②相对垄断的市场竞
争格局。张裕、长城、王朝等几家葡萄酒企业长期主导主流市场，市场竞争
相对缓和；另外，由于制度、管理等原因，长城、王朝等企业相对软弱。③
市场主导地位导致的品牌利基。在缺少葡萄酒历史传承的中国，张裕经过
不断发展使公司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并建设接近高端市场的渠道，在中高
端葡萄酒市场，优势明显且销量高，这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收益。④渠道
优势及广告等渠道费用大幅增长的支持。由于葡萄酒行业没有明显的壁垒，
张裕有实力进行巨大的渠道费用支出，这也进一步巩固了张裕的优势地位，
形成了良性循环。⑤拥有好的治理结构，管理层积极进取。张裕具有管理
层、外资、国资委等联合控股的优势，且管理层具有更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企业利益和管理层利益一致。另外，张裕相对于长城，更聚焦葡萄酒行业，
全力在此精耕细作，精力和资源投入也更多。这些因素是否可以持续？若
多数不能，我们就得打问号了。
再比如，投资者要是只分析比亚迪的财务数据，而没有定性的判断，
也不问财务指标背后的原因，就算多聪明智慧，也基本不会选择这家公司。
在 2011 年及 2012 年，从表面上看，比亚迪是三大业务同时受困：汽
车业务收入增速快速放缓；手机部件及组装等业务收入和毛利下滑；二次
充电电池及新能源业务大幅下滑。
但分析后我发现，传统汽车方面，随着比亚迪 TID 动力总成突破、汽
车电子化配置发力、产品质量提升等，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明显提升，
比如从 2012 年推出的 G6、速锐等车型上可以初见端倪。虽然汽车销量下
滑，但销售额保持平稳或上升，支撑收入的重点车型已经从以前的 F3、F0
等低端车型转移到 L3、S6、G6、速锐等车型。新能源汽车方面，在公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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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电动出租车 E6、电动大巴 K9 逐步从深圳走出国门；在个人领域，
比亚迪将重点推广第二代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秦”，研发已经在有序进
行。手机部件及组装等业务，主要是受大客户诺基亚公司战略失误的影
响，使代工订单减少，但代工业务的优势没有改变，在业务实力方面除
了富士康就是比亚迪，并且这块业务在 2012 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好转。比
亚迪在光伏业务方面资金投入规模较大，并且亏损严重，短期内对业绩
仍有较大的影响，但未来几年基本不会再投入，预计对盈利影响幅度将减
小（见表 3-4）。
表 3-4

2011 ～ 2012 年比亚迪三大业务主营收入及毛利率变化
2011 年同比变化

2012 年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亿元）

营业收
入增减

毛利率

239.02

5.55%

手机部件及组
装等

199.72

二次充电电池
及新能源

49.52

汽车业务

毛利率
增减

营业收入
（亿元）

营业收
入增减

毛利率

毛利率
增减

21.68% -2.06%

235.17

2.12%

17.90% -4.25%

-3.97%

13.54% -0.42%

172.74

-1.04%

10.11% -9.73%

46.98

-11.95% 10.53% -1.99%
1.37%

9.03% -1.06%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重要的是，很多信息不是仅从财报上就能获得的，更多信息来自论坛、
网友及各类采访报道。比如石油能源危机和政策方向、汽车电动化、电子
化的趋势、动力总成的技术突破、磷酸铁锂电池的优劣势、电机性能和成
本优势、比亚迪低成本原因等，这多是定性的综合判断。
对于广受质疑的比亚迪公司自由现金流多年为负，我也做了进一步分
析。当时比亚迪每年仍能保持 50 亿元以上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表明其主
营业务仍具有明显的现金制造能力。但由于比亚迪投入规模巨大，特别是
在 2009 ～ 2010 年间，累计投入近 300 亿元，用于大力研发、建立工厂和
电池生产线，当然还有巨大的光伏投入，导致自由现金流大规模为负。但
在 2011 年、2012 年，比亚迪持续压缩投资规模，自由现金流呈现明显好
转的趋势，财务危机也得到化解（见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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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比亚迪现金流情况

（单位：亿元）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31.4

59.8

55.6

-71.7

-126.8

-89.2

-46.1

-13.8

-3.0

-4.1

-10.6

-12.1

-54.9

45.4

-99.5

-39.9

-2.7

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

25.0

17.5

18.2

120.2

②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

-30.3

-50.1

-59.2

-2.5

-6.0

-7.8

-38.7

③股息、利息支出
④ 自 由 现 金 流（④ =
① + ② + ③）

资料来源：比亚迪 A、H 股财报披露数据

总体上来讲，定性判断看大趋势，定量分析做小判断，两者结合更好。
《红周刊》：您投资过的最失败的股票是什么？分享一个您失手的案例吧。
荣令睿：失败的案例很多，比如刚开始投资的时候选择“便宜”的标
的，买入粤电力 B（200539）、金利来（00533.HK）等。在银行股上也曾小
仓位买入卖出，虽然没有亏损，但浪费了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因此错过了
愿意长期持有的优秀公司的机会。后来我总结道：我对银行业的看法曾存
在摇摆的倾向，对中国银行业高收益的可持续性始终保持怀疑态度，同时
还受其“低估值”状态的诱惑。既然我不会大规模投入这个行业，少量规
模的投入意义也不大。失败的案例不仅仅是你买错什么导致了亏损，还包
括你错过了本来可以买入并盈利的机会。
这里分享一个关于投资东阿阿胶的失败案例。2009 年我买入一点东阿
阿胶（000423），成本 18 元，没有想到该公司经过渠道改革并多次对阿胶
块提价，2009 年、2010 年业绩增长迅速。自己没有忍住诱惑，在 2011 年
又陆续买入部分东阿阿胶（000423），价格在 45 ～ 55 元之间，相对于 2010
年业绩的市盈率大约 50 倍，买入后合计占自己总仓位的 15%。当时分析并
测算东阿阿胶的业绩在 2011 年还会高速增长，约保持在 80% ～ 100%，而
结果远没有达到预期，接下来的 2012 年业绩更差，东阿阿胶提价、渠道整
顿等因素导致阿胶块销量明显下滑。
我后来反思东阿阿胶给我带来的教训：买入一只股票，如果不是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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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估值方式，而是基于未来业绩高速增长的预测（甚至 100% 以上），
就算这种预测看似比较合理，也将存在巨大的风险，动态市盈率往往是个
陷阱。对未来的预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能掌握全部信息，甚至
重要的信息也未能掌握，何况还有很多不可预期的黑天鹅事件。
还有一个需要总结的教训：来自盈利的资金更容易使我们放宽买入标
准。当时买入东阿阿胶的资金来自另一只股票的投资盈利，觉得是用赚来
的钱再做投资，不自觉地放宽了标准，倾向于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反正
是赚的钱，这是很有问题的。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理，用辛苦换来
的工资收入买东西的时候就比较苛刻，如果是中彩票的意外之财就没有那
么珍惜了。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心理账户，人倾向于把钱分成好多类，
比如工资收入、投资收益、意外之财等，不自觉地就对不同类别的资金设
置不同的风险承受水平。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无论是工资收入还是盈
利资金，对待的态度都应该是一样的，其购买价值没有任何区别。
《红周刊》：有些公司估值合理，但 3 年不涨，这么守着不急吗？
荣令睿：有个故事我也不知真假，传说赵丹阳花几百万跟巴菲特吃饭
时，赵丹阳问：“如果我所买的股票一直不涨怎么办呢？”巴菲特答：“不卖
出，等它涨。”赵丹阳又问：“如果一直不涨呢？”巴菲特答：“买错了。”
如果我们买的股票 3 年都不涨或者下跌，我们也要问问：自己是否买
错了？很可能是自己当时的决策是错误的，若不是买错了公司，就可能是
买贵了。所以，我更愿意承认自己买错了，并适当调整自己的策略，再进
行经验总结。
错的往往不是市场，而是我们。市场在短期内无效的成分多些，但在 3
年、5 年等时间区间来看，还是总体有效的。如果投资者在 3 年甚至 5 年前
买入银行、地产、钢铁及有色、水泥等行业的公司，持有到现在，我们更
应该反思自己的策略。比如银行股从几倍 PB、十几二十倍 PE，持有到一倍
PB、几倍 PE，我们就应该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该是抱怨市场、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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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宝。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承认错误，是有内在的心理因素的。
比如投资者有这样一种禀赋效应心理，一家公司你没投资，你可能不
觉得它好，一旦你关注特别是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研究并进行了投资，就
往往会难以割舍，高估该公司的价值。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随机分两
组，其中一组每人被赠予一个杯子，让他们估计杯子的价值；另一组让他
们评价货架上同样杯子的价值，调查结果显示，前一组对杯子的价值评价
会明显高于后一组。
另外，投资者也往往具有确认偏误倾向。查理·芒格说，人类的大脑
具有抵抗改变，甚至快速消除怀疑的倾向，在决策时，我们往往会不自觉
地跟以前的认知、观念以及曾经的做法等保持一致。这种避免不一致的倾
向，一个直接的后果是确认偏误，罗尔夫·多贝把确认偏误称为所有思维
错误之父。确认偏误是个人无论合乎事实与否，偏好支持自己的成见、猜
想的倾向。巴菲特说：
“人类最擅长这样过滤新信息，使现有解释仍然成立。
”
还有，投资者可能还有个心理因素是厌恶损失。一般人们面对同样数
量的收益和损失时，收益带来的正效用远不能弥补损失带来的负效用，后
者约是前者的 2.5 倍，这导致投资者更容易“贪小便宜、吃大亏”。趋于过
快地卖掉正在盈利的股票，反而过长时间地持有正在损失的股票，这是资
本市场一种普遍存在的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拔掉鲜花，浇灌杂草。
注：本文刊发于《证券市场红周刊》2013 年 11 月 2 日第 62 期，2014 年
4 月 27 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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