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北京时间 3 日晚间

21 点 30 分持续到 4 日凌

晨，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
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如期

召开。来自全球近4万人涌

入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

小镇奥马哈，亲身参与这

一全球投资界的盛会，聆

听伯克希尔CEO、“股神”

巴菲特的“投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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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5月的第一个周末，美国内布拉

斯加州的奥马哈市都要迎来一次喧嚣。

届时这座密苏里河畔的小城将变身为“投

资者的麦加”，吸引着数万全球投资人前

来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聆听

“股神”沃伦·巴菲特的“投资圣经”。

奥马哈人口不过40多万，之所以在投

资界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就因为这里

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而这家公司的掌门人巴菲特将在一年一

度的股东大会上与大家分享投资经验。

今年的 5月 4日，在奥马哈举行的 2013年

度股东大会吸引四万多名来自全球各地

的投资者。

巴菲特1930年出生于此，1956年开创

自己的投资事业，十年之后将伯克希尔－

哈撒韦公司从一家惨淡经营的纺织厂转

型为保险企业。如今这家公司已成为包

罗万象的跨国企业，旗下全资拥有GEICO
汽车保险公司、BNSF 铁路公司和奶品皇

后等企业，此外也持有部分亨氏食品、美

国运通、宝洁和 IBM 等公司的股份，凭借

年收入1436.88亿美元，在《财富》杂志全球

企业500强中排名第24位。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本次随

2012年报一起发表的致股东信里，巴菲特

骄傲地向股东宣布，在过去 48年时间内，

公司A股价格从19美元升至11.4万美元，

年均增幅19.7％。

截至今年 4月底，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的A股价格已升至每股近16万美元，

也就是说买一股巴菲特股票的钱够在美

国中西部买一个独栋别墅。这是全世界

单价最高的股票，股价每天0.5％的正常波

动就可高达800多美元。但即便股价如此

之高，涨势依然没有停歇。与去年召开股

东大会时相比，每股价格已经涨了约 4万

美元，平均每天就上涨100多美元。

如此之高的股价显然会将许多投资

者拒之门外，为了让更多投资者有机会购

买股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还在纽约

股市发发行了投票权相当于 A 股 1500 分

之一的 B 股，这样 B 股的股价就降至 100
美元左右。

而巴菲特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

司董事会主席，持有约三分之一的股权，

净资产高达 535亿美元，在《福布斯》2013
年全球富人中排名第四。

从公司股价中也可看出，股东大会是

个高质量的投资者“俱乐部”。每年股东

们向巴菲特请教的问题，均是当年世界经

济和投资圈中的热点话题。因此，股东大

会也不仅是讨论公司内部事务的会议，甚

至是世界经济情势的“晴雨表”。

股东大会从上午 9点 30分开始，一直

持续到下午4点。据当地多年参会的投资

者介绍，已入耄耋之年的巴菲特通常不会

中途退场，精力之充沛可见一斑，也许正

是这种对股东负责的精神让巴菲特备受

投资者喜爱吧。 （新华社）

5月3日，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沃伦·巴菲特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推介旗下企业的产品。
□新华社/发

国内投资者到场追“股神”

每年 5月的第一个周末，奥马哈都要

迎来一次繁华与热闹，这座密苏里河畔的

小城变身为“投资者的麦加”。前来“取

经”的，不乏来自中国的机构和投资人。

“今天奥马哈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

欢迎参加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不少人

凌晨四点就去会场外排队，大家果然都劲

头十足。”3日，不少亲身参与其中的国内

投资者，争相在网上分享盛会实况。一名

网友说：“巴菲特为股东们接风的鸡尾酒

会正在进行中，第一位奥马哈当地的股东

Jim开心地告诉我，自己以每股700美元购

买的伯克希尔A股股票，现在每股价值超

过19.2万美元，赚翻啦！”

股东大会期间，奥马哈的酒店价格是

平常的2倍到3倍，有些甚至提价到了1000
美元一晚。平时订房率只有59%的奥马哈，

在股东大会短短两天的时间里，订房率一

度飙升到96%。巴菲特的故事依然被全球

投资者津津乐道：五六岁时开始卖口香糖

经商，11岁第一次投资股票，32岁成为百万

富翁，2008年成为全球首富，巴菲特的创富

能力令普通人叹为观止，因而也被人尊称

为“股神”或是“奥马哈的先知”。

“现场人山人海。用奥马哈‘庙会’形

容一点不为过。据说这次从中国国内来

了1000多人。”昨晚10点，不少看直播的投

资者等来了现场的图片，但最令人关注的

问答环节，还没有开始。

巴菲特强调不关心每日股价

像以往一样，巴菲特和公司副主席芒

格的大会问答环节最受关注。在这个环

节中，年近84岁的巴菲特和90岁的芒格即

将开始长达 6小时的、与股东面对面的交

流，回答股东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这个市场噪音太多，这些噪音正是

你投资成功路上的最大挑战。所以，捂住

耳朵，你反而能看清简单的未来。”有业内

人士这样总结今年巴菲特给股东的信中，

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

今年在股东大会前，巴菲特照例发出

了给股东的一封信。先是讲了自己 1986
年，以 28万美元买下了一个 400英亩的农

场，那时买入价格是比当初农场获得的贷

款额还要低很多。28年过去了，这农场的

收入翻了三倍。“它的价值已是我支付价

格的五倍甚至更多。我还是对农活一无

所知，最近才第二次去实地看了看。”巴

菲特说。

在讲述了这样的投资故事后，巴菲特

说：“我只会考虑一项资产能产出什么，而

完全不关心它们的每日定价。聚焦于赛

场的人才能赢得比赛，胜者不会是那些紧

盯记分板的人。如果你能好好享受周六

周日而不看股价，那工作日也试试吧。”

业内人士解读说，这是巴菲特在讲演

“投资的安全边际问题”。老巴真正的告

诫是：不要天天盯着股价看了，而是要坚

持价值投资。如果每天有个人在你耳边

报价，你应该捂住耳朵。只有这样，你才

能聚焦资产本身。

“传奇”也无法年年战胜大盘

伯克希尔今年财报显示，过去一个季

度中净利是 47.1亿美元，折合每一份A类

股2862美元；去年同期的净利是48.9亿美

元，合每股2977美元。以往，“跑赢大盘”这

一众多基金经理的梦想在巴菲特这里成了

例行公事。但是 2013年，“巴菲特五年定

律”第一次被打破：标普500过去五年回报

率达到了128%，而伯克希尔只达到91%。

对此，巴菲特在致股东信中已经做了

详细解释称，通常在市场表现出奇的好

时，公司业绩确实很难战胜指数，而在市

场表现平庸甚至下跌时，公司业绩往往能

超过指数，这在巴菲特以往的投资记录中

已经有了充分的证实。

有机构统计，巴菲特身价超过 660 亿

美元，如果把巴菲特当作是一家上市公司

的话，市值超过华尔街投行摩根史坦利，

超过美国老牌汽车巨头福特，也超过中国

互联网巨头百度。根据测算，过去的45年

间伯克希尔的账面价值每年可以维持平

均 20%的增长，而就去年来说，每一秒钟，

巴菲特的进账就接近 400美元，折合成人

民币约是2300元人民币。

谁将是巴菲特的接班人？这一问题

在今年股东大会上或许最受关注。各种

迹象显示，巴菲特已做好了离开的规划，

但作为投资界的一个“传奇”，巴菲特该如

何画上个圆满的句号，本届股东大会是否

能给出答案，截至昨晚记者发稿时，还是

个未知数。 （北京日报）

作为“股神”，巴菲特富可敌国，但

他仍然住在 1958 年买的房子里。在

巴菲特邻居的眼中，他平易近人，过着

谦逊的生活。

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股东大会3日在美国西部城市奥

马哈召开。记者到达奥马哈后，先慕

名去了位于城西的巴菲特家。

那是一座灰色的两层建筑。据美

国媒体报道，这是巴菲特当年以

31500 美元的价格买下的，面积大约

600 平方米，目前估价也不过七八十

万美元。

让人些许意外的是，“股神”房屋

周围并没有隔挡的铁栏，大门敞开着，

没有安保人员，院内停放的车辆牌照

号清晰可见。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

“股神”的住所。

这时，一位路过遛狗的女士向我

们证实，“没错，这就是巴菲特的家，邻

居们都知道。”

她说，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巴菲特

“粉丝”来这里拜访。每当拜访人数骤

然增多，大家就知道，伯克希尔的股东

大会又要召开了。

巴菲特家所在小区整体环境非常

安静，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种了大量

花草。看到我们在这里流连，退休铁

路工程师斯蒂文主动打招呼：“想成为

沃伦的邻居吗？”

斯蒂文说，这片居民区是奥马哈

历史比较久远的一个，这里的建筑多

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巴菲特

住所周围的几座房子价格在 40 万至

50 万美元不等，“这个价格可能还不

如大城市一所公寓的价格”。

斯蒂文说，相对巴菲特的财富而

言，他的生活非常“谦逊”。他经常能

看到巴菲特在附近散步，或和妻子去

附近的剧院看演出。附近的邻居不会

特意追着巴菲特咨询投资的事，他们

觉得这样做不礼貌。巴菲特在这里过

着平静的生活，“这在纽约和其他大城

市是做不到的。”

巴菲特的邻居们都觉得巴菲特有

魅力、有智慧，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伯克

希尔公司的股东，斯蒂文本人也持有

伯克希尔公司股票好几年了。

在股东大会期间，巴菲特遇到股

东要求合影时几乎有求必应。在股东

大会前的扔报纸比赛中，巴菲特甚至

手把手教参赛小选手如何叠报纸，并

做示范，看谁扔的报纸距离门口更近，

这可是美国报童们的“看家本领”。

（新华社）

巴菲特股东大会，是每年的 5 月

初在美国的奥马哈市举办的巴菲特旗

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正式

说法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全

球投资者开始每年的奥马哈朝圣之

旅。每年，投资者仅有两次机会能够

看到或听到股神巴菲特对下一波投资

机会和股市行情的看法：一次是他为

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所撰写的“致股

东信”中，还有一次就是公司股东大会

上发表的演说。

83岁的巴菲特以勤奋著称，北京

时间 3 日晚 9 点 30 分，一年一度的投

资者盛宴，2014年伯克希哈撒韦公司

股东大会（巴菲特年会），在美国东部

城市奥马哈举办。巴菲特介绍了出席

的股东们，包括他的儿子霍华德·巴菲

特、比尔·盖茨以及知名律师、伯克希

尔哈撒韦公司董事保罗·鲍尔森。

有媒体总结，此次年会有四大看

点：看点一“股东要求分红，投资者对

巴菲特信心下降？”；看点二“业绩不及

标普 500指数”；看点三“对可口可乐

股权激励计划的暧昧态度”；看点四

“巴菲特的接班人是谁？”

谈可口可乐：
“并不打算宣战”

年会开始后不久，巴菲特表示：

“我认识的那些亿万富翁让我明白，财

富只是让他们本来就拥有的美德得以

彰显。至于那些本来就混蛋的人，财

富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们只是变成了

有钱的混蛋。”

第一个问题是问巴菲特为什么反

对可口可乐为高管发新股、期权而稀

释现有股东的问题，此前巴菲特对此

表示了不满，作为可口可乐最大股东，

巴菲特投了弃权票；不过巴菲特解释

说，即便认为此计划规模过大，但不打

算为此跟可口可乐“宣战”，且有些计

算（稀释16.6%）不准确。

对可口可乐的高管期权薪酬问题，

巴菲特的黄金搭档芒格则表示：巴菲特

对可口可乐一事处理得非常好。巴菲特

接口说：“所以你还是我的副董事长。”

关于业绩跑输标普：
总体应该超过

巴菲特介绍公司业绩，表示今年

有位股东谏言：“伯克希尔实在是太有

钱啦！可不是我们每一个股东都像巴

菲特那样成为亿万富翁，所以应该考

虑每年支付给股东一定数量的股息。”

但是 6.6亿B股股东投票反对了这项

提案。看来大家还是相信巴菲特的价

值投资，希望股价升值，而不是靠股息

来赚钱。

作为股东大会最被关注的四大看

点之一，伯克希尔五年利润未跑赢大

盘在股东大会开始不久便被提及，巴

菲特回应称，“伯克希尔有时跑赢，有

时落后，但总体来讲该公司应该达到

或超越了标普500指数的增长。”

回应提高公司股价：
“不想玩的游戏”

在问到伯克希尔是否会以股票回

购或者分拆上市等手段来提高公司股

价以匹配伯克希尔的内在价值时，巴

菲特回答“这是一场我们不想玩的游

戏”，并补充说“内在价值只是一个经

常波动的数字”。而此前在接受腾讯

财经独家访问时，巴菲特曾经幽默地

表示，“伯克希尔现在还小着呢”。

而芒格也指出，公司不曾考虑过

股价高于内在价值，而巴菲特也从未

赞成过“飘忽的股价”。

在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告诉妻子，

称他死后，需要她把手里的钱 10%投

债券，90%投指数，此番表态遭到股东

质疑，是否不信任自己的继承人，而巴

菲特则回答，“我太太已经有钱了，不

用再赚取更高的回报了，让钱有安全

的收益就行”。股东大会上有人问世

界上最大的公务机运营公司 NetJets
的前景，巴菲特回答道，这家公司并不

是收益很大的公司，却是个体面的产

业。他明确表示，旗下的NetJets私人

飞机租赁业务即将扩展到中国，这将

发挥长期效益。 （经济日报）

巴菲特股东大会如期举行

热点话题揭示世界经济“晴雨表”

平易近人的
亿万富翁

不关心每日股价

“股神”巴菲特依然强调价值投资

拓展私人飞机租赁业务

巴菲特表示
要进军中国

巴菲特股东大会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