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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受理公司超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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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喜欢便宜股？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不爱加杠杆？都不是——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巴菲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个人征信边界须厘清
□ 陈果静

超20家上市公司商誉超净资产——

提防商誉减值风险
本报记者 温济聪

2018 年上市公司年报已
全部披露完毕。统计数据显
示，2018年度上市公司商誉达
到约 1.3 万亿元，逾 10 家公司
商誉超百亿元，有26家公司商
誉超过其净资产。

举例来看，紫光学大去年
底商誉超过了15亿元，是其净
资产的 18 倍，海航科技、纳思
达、暴风集团、长城动漫等多家
上市公司商誉也超过了其净
资产。

众所周知，溢价并购是造
成上市公司商誉大幅增加的最
主要原因之一。并购标的业绩
不如预期，会计上需要商誉减
值，因而那些商誉占净资产比
例较高甚至超过净资产的公
司，更值得重点关注。

以深市为例，商誉规模随
着并购重组的活跃而迅速攀
升，2018 年并购重组业绩承
诺集中到期，部分公司为避免
商誉减值影响未来业绩而选
择一次性出清风险。2018 年
深市公司共计提 1278 亿元商
誉减值，虽然对当期业绩带来
较大冲击，但减值风险也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随着并
购重组的理性回归，预计商誉
对净利润的影响将有所下降，
但部分公司仍面临一定的减
值压力。

在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赵嘉炜看来，一方面，商誉
减值会直接减损上市公司的当
期利润，容易引起业绩变脸。
企业会计相关准则规定，公司
合并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
每年年终作减值测试，经确认
的资产减值不得转回，所以商
誉减值将直接造成上市公司当
期业绩有所减损。另一方面，
商誉减值会损害投资者合法利
益。商誉减值在实际操作中可
能存在较大的可操作性和随意
性，以及操纵利润的可能，有的

上市公司甚至推迟计提以粉饰
财务报表，或采取较为激进的
计提“洗大澡”方式。此外，上
市公司频繁盲目高溢价收购，
被收购公司为获得高估值而出
具过高业绩承诺，暗藏了巨大
的减值风险，这将最终损害投
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相关
权益。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不少
被并购公司将度过业绩承诺
期，对并购资产的盈利约束逐
渐衰退，或将有更多的上市公
司因当期经营盈利能力表现不
佳而加大对并购资产形成的商
誉减值力度。

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姜
超表示，巨额商誉或潜藏非理
性并购风险。投资市场过热滋
生了跨界并购和题材炒作现
象，企业对被并购标的过度乐
观判断会推升其估值，一旦过
了行业的红利期或者经济处于
下行周期，并购标的只能面临
价值重估，并购泡沫被挤破，业
绩脆弱性随之增加。

商誉是一项资产，但由于
不具有可辨认性，加之不可出
售或者变现，实际上不能用于
债务偿还。当商誉占比较高
时，其账面价值往往会美化企
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高估偿债
能力而低估债务风险。

此外，商誉减值也会影响
企业的再融资能力。从权益融
资角度来说，商誉减值导致业
绩滑坡，从而引发权益投资人
抛售股票，股价暴跌后企业通
过股市再融资难度加大。从债
权融资角度来说，一方面商誉
减值减少了合并报表上的净资
产账面数额，挤占企业发行公
募债券不得超过净资产 40%
的融资限额；另一方面商誉减
值推升企业资产负债率，暴露
真实的偿债风险，降低债权投
资人的投资偏好。

2019 年“五一”假期刚过，在美国
小城奥马哈市举行的“股神”巴菲特
股东大会吸引了很多投资者不远万
里、凌晨排队等候入场。自 1964年首
届股东大会以来，“股神”基本没有让
投资者失望，在今年长达 6 个小时的
问答环节中，问题范围涉及投资、科
技、人性等。巴菲特坦陈，他不再是
自己早期的那种“价值”投资者。他
的很多投资收益，都来自于一些比较

“贵”的公司。到底是股神的策略变
化？还是投资者一直对巴菲特存在
误读？

为何不再青睐便宜货为何不再青睐便宜货

巴菲特的老师是《有价证券分析》
一书的作者本杰明·格雷厄姆。格雷
厄姆最著名的投资理念就是“价值投
资”。所谓价值投资，最重要的特点之
一就是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买自己
看好的公司。巴菲特本人也如此形容
自己的投资理念：喜欢买“烟屁股”股
票。

啥叫“烟屁股股票”？比如，投资
者在路上看到有个快烧完的烟蒂，没
人捡时去把它捡起来。同理，把没人
买的便宜股票买过来，也叫做“烟屁股
股票”策略。这个策略，在巴菲特早年
的投资中处处可见。

上世纪 80 年代，巴菲特买进可口
可乐时价格低得吓人。可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认识搭档芒格后，巴菲特开始
变化了，不只是单纯追求低价股。喜
诗糖果则是他投资理念改变最具有代
表性的案例。

用芒格的话来说，如果是一个非
常好的标的，多付出一点价格也是值
得的！所以，喜诗糖果这家公司是以
高于账面价值的价格收购的，而且成
功了。

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变了吗？
诺亚控股首席研究官夏春认为，高质
量股票对巴菲特投资收益贡献是最大
的，其次是走势波动不大的大盘股票，
再次才是所谓的价值股票。

对于可口可乐、喜诗糖果之外的知
名股票，巴菲特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长期投资者。如果把巴菲特交易过
的股票从买入到卖出的持仓期由短
到长排列，排在中位数的那个持仓期
其实并不算长，他的很多交易均在 1

年中完成，有时持仓期只有 3个月。
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也被称为

“深度价值投资”，这与从前只看价格、
只 选 择 低 价 买 入 资 产 的 方 式 截 然
不同。

夏春认为，低利润甚至负利润的
公司可能容易受到市场追捧，原因是
便宜、潜力大。但是，真正高质量的公
司股价可能并不便宜。只要现在的高
质量公司股价不那么离谱，就可能在
未来给投资者带来收益，这是巴菲特
挑选股票策略的精髓所在。

用巴菲特自己的话说，价值投资
中的“价值”并不是绝对的低市盈率，
而 是 综 合 考 虑 买 入 股 票 的 各 项 指
标。例如，是否是投资者理解的业
务、未来的发展潜力、现有的营收、市
场份额、有形资产、现金持有、市场竞
争等。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公司执行总经
理杨德龙认为，巴菲特以往主要投资
于消费股和金融股，很少投资于科技
股，这让他躲过了2000年的美国科网
泡沫破裂，但同时也错过了近十几年
科技股的大发展。巴菲特及时作了纠
正，先后投资了IBM、苹果以及亚马逊
等科技股。

用一句话总结巴菲特的投资哲
学：“如果要买入高质量的股票，我一
定会在它们打折的时候购买。”这句话
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必须是好的股票，
二是买入时机一定要在打折时。可
见，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并非简单
地选择便宜股、绩差股，而是注重选择
那些高质量、发展前景好的股票，选
股、择时的两大策略和两种智慧蕴含
其中。

分散化还是集中化分散化还是集中化

加杠杆、上配资、短线炒作……这
些国内 A 股市场投资熟悉的词汇，是
否会在巴菲特的字典里找到？巴菲特
曾讲过，“聪明人唯一的死法就是加杠
杆”。在惯常的想法里，巴菲特算是价
值投资者，应该不屑于用这些投机策
略，其实不然。

夏春介绍说，从 1980 年到 2006
年，巴菲特最常见的股票持仓期是 1
年，次等常见的持仓期是 3个月，普通
投资者给巴菲特贴上的“长期投资者”
标签并不完全准确。

夏春认为，巴菲特非常反对普通
家庭加杠杆，借钱炒股或者配资炒
股。但是，巴菲特本人非常善于加杠
杆，巴菲特的杠杆高达1.7倍左右。

除了杠杆，普通投资者纠结的另
一大难题是到底该“把鸡蛋放在不同
的篮子里”？还是集中投资？

投资者一直以为巴菲特的投资风
格是非常分散的，但恰恰相反，巴菲特
的投资基本集中在少数股票上。巴菲
特投资组合的前五大股票持仓可以占
到他整个组合的 70%以上，最少的时
候，他整个持仓中只剩下了 5 只股
票。巴菲特建议大家分散投资，但他
本人是集中投资的高手，他认为，广泛
地分散投资一般是投资者不完全清楚
自己要干什么的时候才会避险使用，
分散化可以保存财富，但集中化会增
添财富。

除了可口可乐等耳熟能详的二级
市场股票，巴菲特其实还是私募股权
投资高手。过去 10多年，巴菲特在很
多场合批评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管理
人，所以投资者普遍认为巴菲特不喜
欢做私募股权投资和对冲基金交易。
但很少有人知道，巴菲特离开师门创
业做的就是对冲基金交易，主要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

现在，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公司
投资的大多数都是非上市公司。巴菲
特更像是一个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
在他的投资组合中，非上市公司投资
占比约70%。

夏春表示，“无论是使用杠杆等投
机策略，还是进入高风险非上市公司股
权投资领域，必须有足够的关键知识，同
时，对高质量公司的判断要精准”。

巴菲特策略适合巴菲特策略适合AA股吗股吗

在 2018年的巴菲特股东大会上，
巴菲特就对中国经济和市场保持积极
乐观的态度。在这次股东大会上，巴
菲特再次表示：“中国是个大市场，我
们喜欢大市场。中美两国相处融洽很
重要，在中国没有新的扩大开放政策
之前，我们就已经在接触中国了。伯

克希尔在之前已经买入了一些中国的
股票，但数量不是特别大，未来 15 年
内也许会做一些更大的部署。”

那么，巴菲特的策略如果拿到 A
股灵不灵？根据中泰证券旗下齐鲁
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的回撤计
算，按巴菲特选股原则，A 股投资同
样可能获得高回报。巴菲特强调一
定要选 ROE（净资产收益率）高的公
司，在低 PE（市盈率）时买入，认为在
PE 和 ROE 两个数字差不多的时候估
值 相 对 合 理 （ 如 PE20 倍 ，
ROE20%）。 按 照 这 些 指 标 简 单 测
算，A 股市场“高 ROE+低 PE”策略净
值过去 10 年的涨幅为 246%，同期沪
深 300 指数涨幅为 66%，大部分年份
策略都获得了正的超额收益，可见

“高 ROE+低 PE”的选股标准在过去
10年总体是有效的。

李迅雷表示，一些人误解价值投
资在 A 股水土不服，可能因为在很多
A 股投资者的印象中，A 股受政策影
响比较大，非理性程度比较高，因此价
值投资在A股可能并不适用。这或许
与大多数人过于关注短期表现突出的

“牛股”有关。如果聚焦在每年的超级
大牛股上，基本看不到价值股的影子，
这或许是价值投资在普通投资者印象
中水土不服的原因。此外，个人投资
者由于过于关注短期回报，普遍关注
股价波动更大的、所谓“股性活”的股
票，尤其对于涨停的股票印象深刻，对
于业绩和股价都相对稳健的价值股可
能兴趣不足。

从目前看，很多投资者认为，巴
菲特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但夏春认
为并不完全如此。美国监管部门要
求大的机构投资人每季度都要公布
持仓变动情况。巴菲特每次把持仓
变化公布出来之后，跟风的人却并不
多，因为大家认为股价已经在市场上
反映出来了。未来真正模仿和应用
巴菲特选股方法的投资者肯定会越
来越多。

近期，个人征信边界问题引发

热议。很多人注意到，近两年不少

地方先后推出了当地的个人信用积

分，名目也是各具特色，如“桂花分”

“白鹭分”“西楚分”“茉莉分”“海贝

分”等。

以“海贝分”为例，其将个人水、

电、暖、气等费用缴纳情况也纳入其

中，并明确设定了前提条件：经过 2次

催缴仍未缴纳的，经相关机构认定为

失信行为的，根据金额大小或拖欠时

间长短，依次扣10分、20分、30分。

对于将水、电、暖、气等缴纳信息

纳入个人征信这种做法，央行征信中

心一直采取谨慎态度。

从 2006 年起，央行征信中心就开

始探索采集公用服务信息。但在此

过程中发现，公用服务信息数据质量

仍然不满足要求。一方面无法确定

数据是否准确记录在本人名下，如

水、电等如果是租户缴纳，并不能有

效反映房主的信用情况。而且，目前

缴费系统无法准确记录是租户的缴

费行为还是房主的缴费行为。另一

方面，存在因为公用服务提供商服务

不到位造成欠费或逾期的可能，因而

存在争议，难以界定。因此，目前央

行征信中心尚未采集水电缴费信息，

电信缴费信息只采集基础服务的缴

费信息，不采集电信增值服务的缴费

信息。

当前，个人征信信息边界不明，源

于各方对“社会信用体系”的理解出现

较大差异，很多人往广义的方向理解，

认为社会信用体系不仅涵盖了信用市

场及其信息服务，还涵盖了道德、产

权、法律，涵盖政务、商务、社会和司法

等，是一个“大筐”。

对此，央行征信中心前副主任汪

路曾指出，“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成

了 吸 纳 问 题 、推 卸 责 任 的 一 个“ 大

筐”。给一些行业监管者不作为或作

为不够，未能维护好行业市场秩序，提

供了易于推卸责任的借口，一说起问

题来，都可以说“信用缺失”“社会诚信

出了问题”“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信用体

系”。这样，就把纠正一切不诚信问

题、市场违规问题，甚至打击违法犯罪

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建立“社会信用

体系”上，期待“毕其功于一役”。

各地五花八门的个人信用积分，

更让人担心的是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如此海量的信息从储存到维护都需要

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旦系统

遭遇攻击或因系统漏洞造成个人信息

泄露，不仅会对信息主体造成损失，对

于政府公信力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害。

因此，明确个人信用信息的边界

看似只需要分清哪些信息属于个人信

用、哪些信息能够采集，实则没那么简

单。还需要从顶层设计着手，从根本

上厘清个人信用边界，保护个人信

息。当前，一方面需要在国家层面出

台个人信用信息采集标准，明确采集、

存储、使用、共享等各环节的规范；另

一方面，更需要加快对个人信息保护

立法，防止个人信用信息遭到进一步

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