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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业绩回顾    2021 年秋 
by Kevin Silverman 

 

生产力就是一切！! 

当前，仍然有很多不寻常的事件正在发生，至少从一个没有亲身经历过世界大战、大萧条、瘟疫、罗马

帝国垮台和无数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可怕灾难的，短视的人看来。虽然缺乏面对此类巨变的亲身经验，我

们仍然和过去二十年一样管理着我们的策略，而这一策略建立在我们对未来的最佳预测基础之上。在这

封信的后半部分，我们将讨论我们组合上个季度的最佳与最差投资标的以及我们最近的业绩表现，让您
能更清楚地了解我们的整体状态。如今，正确的去预测未来的状态是件越来越难的事，但是这种看法
可能只是后见之明。 

 
我们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对未来做出最好的预测，并使用这些预测出的结果来评估我们投资标的的潜在
价值。未来总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但当几乎全部既有的商业模式都同时产生变化时，当下的不确定性
比以前甚。很多企业的财务状况不太可能只是将去年的增长率复制到明年的预测中。虽然这种方法很
简单，而且在较稳定的时段看上去尚可，但在现在的市场状况下，这种预测方法看上去极度不可靠， 
而且很糟糕。 
 
将正在扰乱世界经济资源的大规模错位现象，全部归咎于冠状病毒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容易事。实际
上，它带来的好处是--资本所有者因此意识到：每日使数十亿员工每人平均通勤十几英里的，并期待
每人以最高生产力在岗位上工作，可能并不是时间与资源的最佳利用方式。很明显的，在几个中央
商务区维持着不同员工的办公室，对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并不像我们原来想像的那么必要，但这正是
一开始企业建立CBD的初衷。如今，电子银行和电子签名的出现使得人们走出家门的理由更少了。 

 
因此，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适应时期，当下全球所有的供应商和客户，都要求将不同的物品同时运送
到不同的新地址。他们的新需求与之前在旧地址的也略有不同，数量上也发生了改变。这种转变自然
会造成物流的过剩或短缺。先前的商业模式已经被打乱，并且像地心引力一样，寻求着最有效的新途
径。 

 
世界正在努力地转向更高效运行的模式。互联网的发展及其使用，让人联想到其他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技
术，例如道路系统或航空旅行。 互联网的发展或者也像电力的母脉，花了几十年时间才真正地被挖掘
出全部的生产力与潜力。如果州际公路能带我们进入郊区，互联网会将我们带出城市吗？CBD建立于满
足许多消费者和企业的需求，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投资回报，但现在这些需求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来满足, 
无需房地产或旅行。由于人们对于远距离工作和购物的需求越来越高，这次的大流行病使世界大部分的
地区都开始使用更高效率的方法去同时处理许多事情。我们开始在数据中看到这一点。 

 

 

请参阅下一页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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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当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刚刚变得明显时，我们就对此进行了推测。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了一些确凿的数据。当面对未知的未来时，得知以思考资产收益率(ROA)为生的人们,现在正对
着他们的支票簿筹划些什么是一件令我们开心的事。（此处，基金经理想表达的是企业倾向于
评估资本回报，并把资金投向回报更高的业务）最好的数据来源是人口普查局、制造商出货量
和新订单的数量。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前瞻性数据。 

 

确实，最近强劲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中有一部分可以归功于，向企业和消费者的钱包中注入
的的数万亿美元；而且明显地，其中很大一部分钱已经进入了股票市场。不过，在新订单的
数据中，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看到有关于未来发展的线索。 

 

2021 年八月，所有新制成品订单同比增长了 18.0%，而耐用品的新订单同比增长了 
24.7%。这是从2010年以来的最高数字，但是今年初的数据比较于过去甚至是更加地明显。新
订单的数量增长超越过了出货量 -- 2021 年的八月所有制造业增长了 12.9%，而所有耐用品都
增长了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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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的工业机械新订单增长了48.0%！同时， 运输设备新订单增长了45.7%，工业机械的
出货量增长了 41.0%，轻型卡车和多功能车的出货量增长了 37.3%，电脑存储的出货量也增长
了 32.9%。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自 2010 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最好的数字。 

 
还有另一个有用的统计数据，即人均实际 GDP 的增长。从核心来看，直到你进入马 斯洛的需
求层次金字塔，人均实际 GDP 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福祉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准，因为它与自我
报告的幸福感有直接的关联关系。但更具体地说，它衡量每个公民的总产出；而广泛地说， 
它衡量美国人均可获得的平均商品和服务。 

 

 

 

 
正如我们所知，人均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带给了我们现代文明。因此有趣的是，2021 年第二季度
公布的增长数字为 11.78%，是自 1940 年代后期以来的最高记录，超过了 1950 年第四季度发布出
第二高的 11.52% （该数据归功于美国当时受益于二战后资源的重新分配 ） 同时也超越了当时里
根政府重新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的刺激下所创造出在目前位于第三高的 7.63% 成绩。目前的大部
分收益当然是从去年的下滑中恢复过来的，但在急剧下滑之后总会有一些收益。尽管环境充斥
着自由货币，但随着各国企业和消费者的逐步调整，资本货物的订单和出货量将推动实际生产
力的提高， 重新分配的资源以最大限度地去提高着生产力。如果我们设法以足够快的速度提高
生产率，我们就可以领先于通货膨胀，而数据告诉我们这可能现在已经正在发生了。 



组合业绩回顾 2021 年秋 

4 

 

 

 

 

值得注意的是，11.78% 的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美国年人均 GDP $69,904 美元。这是有记录以来
最快的 GDP 复苏。在下面的图表中，我们显示了人均实际GDP，价值在 2021年达到了 $58,478 
美元的新高，超过了2019 年第四季度 $58,333 美元的高点。 

 

 

 

 

 

顺便说一句，美国在这一指标上遥遥领先于众多大国。 2019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美国人
均GDP 为 $63,544 美元。接下来，比美国低18.5% 的德国GDP为 $45,724 美元，英国为 
$40,285 美元，日本为$40,113 美元，而法国为$38,625 美元。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生产力的引 
擎。由于我们国家很擅长于高速生产，所以当整个世界还在重新部署的资源和资本时，我们将
能在几年内创造与之相比更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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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类型的思考及分析让我们管理小型股票的工作一直非常的有趣。请继续定期阅读未来的评论报告， 
以了解我们对每一季度业绩的最佳和最差贡献者的看法。 

 
感谢您对 Coyote1，我们在百慕大的合作伙伴 Coyote Partners LTD，和SPEA-USA 的持续关注。 

 

 

 
联络方法: 

 

JuliaWu 
董事总经理, Coyote Partners 
julia@coyote1.com 
电话: 626-696-9008 

 

Michael Jeffers 
合伙人,Coyote Partners 
michael@coyote1.com 
电话: 812-287-1526 

 
 
 
 
 
 

保密和免责声明 

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将来的结果。不到一年期间的业绩回报不按年期计算。此处包含的绩效数据以费用总额和费用净额为
基础提供。扣除费用表现反映扣除投资管理费。业绩包括股息再投资和其他公司收益，以美元计算。本演示文稿仅供参考， 
并非旨在作为证券的要约或销售。投资价值和由此产生的收入可升可跌。 

 

与所有投资一样，对 Coyote One 的投资涉及损失风险。此类投资产品专为能够承受投资损失的老练投资者而设计。因此，此

类投资产品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经济因素、市场状况和投资策略将影响任何投资组合的表现，并且无法保证其将匹配或超

越任何基础标准。投资策略、供款或提款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您的投资组合的业绩结果与综合业绩大不相同。在与 Coyote One 
投资之前，您应该先与我们的管理团队讨论策略细节和投资风险。本演示文稿包含从第三方获得的某些信息。 

 

Coyote One 认为此类信息是可靠的，但对该信息不承担任何验证义务。 Coyote One LLC（“分销工具”）是由 Oasis Investment 
Strategies LLC（“Oasis”）管理的独立账户，Oasis Investment Strategies LLC（“Oasis”）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注册投资顾问。此处

提供的信息是机密信息，仅用于分发给 Coyote One 批准分发的人员。严禁未经授权复制、披露或分发本演示文稿中的材料。

本演示文稿旨在提供一般信息。 
 

Coyote One LLC 和 Oasis 从 Sterling Partners Equity Advisors LLC（“SPEA”）许可其交易系统。 2017 年 5 月之前呈现的业绩发生在

SPEA 的投资组合经理隶属于之前的公司时，并且投资组合经理是唯一或主要负责选择要买卖的证券的个人。 SPEA 不是

Coyote One、分销工具或Oasis 管理的任何其他实体或账户的投资经理，也不向 Coyote One、分销工具、Oasis、或其任何附属

公司，或任何所有者、合伙人、成员、官员、董事、雇员、上述代理人。 

mailto:julia@coyote1.com
mailto:michael@coyote1.com
mailto:michael@coyote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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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和免责声明 (从上一页继续) 

SPEA 未审查、批准或建议本演示文稿中包含的任何业绩回报数据或其他信息，但其交易系统的许可和有限使用其业绩记录
的协议除外，Coyote One 与此没有任何关联由 SPEA 赞助或赞助、认可、出售、监控或推广。因此，SPEA 明确不承担与

Coyote One、交易工具、Oasis 或其任何附属公司的提供、管理、营销或任何其他活动相关的任何责任。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SPEA 明确否认对本演示文稿中包含的性能跟踪记录和其他信息的任何和所有保证、条件、陈述和

保证，无论是否有法律规定书面声明，或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对非侵权、适销性或特定用途适用性的任何保证。没有陈

述或其他事实证实，包括但不限于，关于使用或性能的适用性的声明中未包含 本演示文稿将被视为SPEA 的保证。出于比较目

的，Coyote One 是根据罗素 2000 价值指数以及第 19 页附录中所述的其他基金进行衡量的。 

Coyote One 策略与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集团企业（统称为“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没有任何关联或赞助、认可、

出售或推广。 FTSE Russell 是某些LSE 集团公司的交易名称富时罗素指数（“指数”）的所有权利归属于拥有该指数的相关伦敦

证券交易所集团公司。 Russell® 是相关 LSE 集团公司的商标，并由任何其他LSE 集团公司根据许可使用。该指数由富时国际有

限公司或其附属公司、代理或合作伙伴或代表其计算。 
 

LSE 集团不接受因 (a) 指数的使用、依赖或任何错误或(b) 投资或运营Coyote One 策略而对任何人产生的任何责任。伦敦证交所

集团不就 Coyote One 策略将获得的结果或Coyote One 使用该指数的目的的适用性作出任何声明、预测、保证或陈述。资料来

源：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公共有限公司及其集团企业（统称“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 LSE Group”），© LSE Group 2019 富时罗素

是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某些公司的交易名称。 
 

Russell® 是相关 LSE 集团公司的商标，并由任何其他LSE 集团公司根据许可使用。 FTSE Russell 指数或数据的所有权利归属于拥

有该指数或数据的相关 LSE 集团公司。 LSE Group 及其许可方均不对指数或数据中的任何错误或遗漏承担任何责任，任何一方

均不得依赖本通讯中包含的任何指数或数据。 
 

未经相关 LSE 集团公司的明确书面同意，不得进一步分发来自 LSE 集团的数据。 LSE 集团不宣传、赞助或认可本通讯的内容。
Coyote 未经相关 LSE 集团公司的明确书面同意，不得进一步分发来自LSE 集团的数据。 LSE 集团不宣传、赞助或认可本通讯的

内容。 Coyote One 策略与 London Stock Exchange Group PLC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公共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集团企业（统称 “LSE 
Group”）没有任何关联或赞助、认可、出售或推广。伦敦证交所集团不对任何人因使用 Coyote One 策略或基础数据而承担任何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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