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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汇

近日，“一战成名”的日本美
女主播，引发资本市场投资者热
议。

据报道，据行业数据机构
CityWire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女基金经理Maiko Uda管理的
日本成长基金在2022年取得了
16%的回报率，在日本股票基金
市场的排名达第 5 位，超越了
97%的同行。

复盘Maiko Uda 的持仓，
其取得优秀投资成绩得益于重仓
持有的3只牛股：伊藤忠商事、丸
红、三菱商社。这3家综合商社公
司系“日本五大商社”。值得一提
的是，2022年以来，美国传奇“股
神”巴菲特也大举加仓了“日本五
大商社”的股票。这也使得，日本
投资者将Maiko Uda称为日本

“女股神”。
资料显示，Maiko Uda 出

生于1974年，大学毕业后曾就职
于日本富士电视台，担任主播，而
后赴美求学并转战资本市场。

击败97%同行成“股神”

万万没想到，一位“女主播”
逆袭成了日本 2022 年最牛“股
神”。

2022年，日本股市走势并不
尽如人意，日经225指数全年下
跌 9.4% ，东 证 指 数 全 年 下 跌
5%。但东京Evarich 资管旗下
的日本成长基金却取得了 16%
的回报率，在日本股票基金市场
的排名达第5位，超越了97%的
同行。凭借这一战绩，Evarich
资管旗下的日本成长基金女基
金经理 Maiko Uda“一战成
名”，引发日本全市场的关注与
热议。

复盘Maiko Uda 的持仓，
其取得优秀投资成绩得益于重仓
持有的3只牛股：伊藤忠商事、丸
红、三菱商社。这3家综合商社公
司均系“日本五大商社”成员。“日
本五大商社”控制了日本接近
99%的大型生产企业及贸易公
司。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
原材料的价格大幅飙升，使得它
们的业绩大增。

受益于业绩利好刺激，伊藤
忠商事、丸红株式会社、三菱商事
的 年 内 涨 幅 分 别 达 17.8% 、
35.3%、17.3%。值得一提的是，
2022年以来，美国传奇“股神”巴
菲特也大举加仓了“日本五大商
社”的股票。因此，日本投资者将

Maiko Uda 称为日本“女股
神”。

另外，Maiko Uda的第二、
第三大持仓股分别为三井住友金
融集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分
析人士指出，这反映出 Maiko
Uda正在押注日本央行近期将对
收益率曲线控制策略作出重大调
整的预期。在宏观政策利率走高
的情况下，金融股正是最直接的
受益者。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Mai-
ko Uda公开预测日本央行将会
在未来两年时间里，将十年期国
债收益率上限从目前的0.5%提升
至1.5%-2%，利好金融股的利息
收入。Maiko Uda 还特别点
出，今年4月日本央行黑田东彦行
长卸任，可能是进一步调整政策
的契机，这也是去年12月的意外
上调政策利率上限传递出的信
号。

放弃主播转行做投资

据报道，Maiko Uda 出生
于1974年的东京，大学毕业后迅
速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在1997
年拿到日本富士电视台的主播职
位。不过，她很快就发现作为公
众人物面临的巨大压力，仅仅5年
后便选择离开电视台，赴美进入
斯坦福商学院深造。

2005 年 毕 业 后 ，Maiko
Uda进入美国知名资产管理机构
富达投资担任房地产和汽车行业
分析师，并在2009年回到家人身
边，和父亲Yutaka Uda共同打
理Evarich资管。

Yutaka Uda也是日本证券
市场的老兵，上世纪70年代就在
日兴证券担任分析师，2001年辞
职单干前已经是日兴资管的首席
投资官。

即便顶头上司是自己的父
亲，女性选择成为基金经理依然
是“少有人走的路”。根据晨星
2021年发布的报告，全球基金经
理中只有14%是女性。而日本金
融厅去年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大
型资管机构里的高管职位中女性
占比不到10%。

Yutaka Uda表示，资管肯
定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在
许多会议中她都是唯一的女性。
不过令她感激的一点是，这个行
业评价能力的方式完全基于业绩
表现，而不是性别。

据每日经济新闻

凌晨一点多醒来，两点摸黑开
车到屠宰场；三点到猪肉摊，开档做
直播；六点结束直播，开始售卖猪
肉；中午时分收摊，将台面清理干净
后，终于能回家吃上热饭，再睡个饱
觉……

这是广东惠州青年黄佩奇的一
天。他从18岁开始，回家给母亲的
猪肉摊帮忙，至今已有5个年头。
近日，他因英气的长相和时髦的打
扮走红，有人称他为“猪肉王子”，但
也有人提出质疑。面对外界种种声
音，黄佩奇说“卖猪肉的工作不丢
人”，也希望自己能鼓舞到更多想回
乡创业的年轻人。

每天挥刀一千下

1月16日，惠州市博罗县一农
贸市场的猪肉摊上，黄佩奇正快速
将排骨切块，准备卖给一位阿姨。
这个00后小伙虽然看起来稚嫩，但
他已有5年摆摊卖肉的经历，接待
顾客十分熟练。

黄佩奇是土生土长的惠州人，
十五六岁便开始在社会上打拼。起
初，他在日料店做厨师。2018年1
月，他回家接手了母亲的猪肉摊，

“卖猪肉是体力活，我妈当时已经卖
了10多年，身体耗损得厉害，她和
我商量后，我便开始回家帮忙。”

得知黄佩奇要转行，亲友们都
很支持他的决定。

日料店的工作让黄佩奇的刀工
变得非常熟练，转行对他来说只是
换了处理的食材——以前是深海
鱼，现在是鲜猪肉；至于心态上，变
化不大。

但他也有难以适应之处。杀猪
刀比切寿司用的柳刃重了不少，工
作时间一长，便容易体力不支。有
几次，黄佩奇累到手都抬不起来。

但黄佩奇没有因此叫过苦，他
说“年轻人不说累，慢慢就习惯
了”。慢慢地，黄佩奇独自看顾摊位
的时间越来越长，即使累也咬牙坚
持，每天挥刀一千下，五年下来，他
持刀的右手臂比左手臂粗了一圈。

凭高颜值走红

对黄佩奇来说，一天的生活是
“猪肉摊到家”的两点一线。凌晨一
点多，他便在闹铃不停地烦扰中醒
来——他至今难以适应颠倒的作
息，每次都要定10来个闹钟，才能
准时起床。

凌晨两点，黄佩奇开车前往
屠宰场，将刚杀好的生猪肉拉到

市场。站在熟悉的猪肉台前，他利
落地系上围裙，然后开始分割猪肉。

做好准备工作，需要一个小时
左右，接下来便到了黄佩奇的直播
时间。去年夏天，他开设了社交账
号，在上面分享自己摆摊卖肉的工
作日常，半年多下来，积累了10万
多粉丝。

去年12月底，黄佩奇发布的一
条工作日常引发关注。视频中，他
用发胶固定出三七分发型，露出饱
满的额头和英气的长相，干净时尚
的打扮亦为他的气质加分。有网友
称赞他是“最帅的猪肉哥”，也有人
叫他“猪肉王子”。

走红之后，黄佩奇虽总在深夜
开播，直播间里却热火朝天，多时有
100万人在线观看。他一边切肉，
一边向观众介绍猪身各个部位哪里
好吃、适合哪种烹饪方法。

线上直播的同时，他也在线下
售卖猪肉。凌晨时分，来买肉的多
是早餐店主，以及黄佩奇的粉丝。
他的顾客多为女性，有人远道而来，
在摊位前排队等候，不仅为了买肉，
更为了一睹“猪肉王子”的芳容。

天亮之后，来买肉的更多是普
通市民，但明显地，直播为黄佩奇带
来了更多客流量，现在一天可接待
顾客一百余人。

卖猪肉不丢人

关于自己走红，黄佩奇没有自
满。在收获赞誉的同时，他也遭受
了不少质疑和谩骂。他认为，卖猪
肉不丢人，三百六十行每行都要有
人做；自己的颜值和工作也并不挂
钩，该干嘛还是干嘛。

“如果我真长得那么帅，大家也
就不会只是在猪肉摊看到我了。”说
完，黄佩奇认真起来，“外界的声音
影响不了我。”

现在，他照旧进行着每日枯燥
的工作：拉猪、开档、直播，到中午时
分收档，回家炒两个小菜吃，补觉，
晚餐时间兼职跑跑外卖，简单睡一
觉，新一天继续拉猪、开档……

“除了大年初一，我们几乎每天
都是这样工作，这个行业就是这
样。”黄佩奇说，对他而言，这份工作
的意义就是赚钱，赚够了钱退休，然
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黄佩奇说，他想将自家的猪肉
摊做大，争取将小肉档发展为大事
业。他也希望，自己能鼓舞到更多
想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文中均为化
名）

据极目新闻

日本一美女主播转型基金经理
击败97％同行，选股神似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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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00后“最帅猪肉哥”走红

每天挥刀千次，最高100万人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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