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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险股里淘金

□周凤迟

众所周知，股市是一个不确定

性极强的市场，风险时时刻刻都存

在， 但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不

确定性的东西越多，驾驭的难度也

就越高，获取暴利的可能性也就越

大，一夜暴富和一贫如洗的故事经

常展现在投资者面前。 从表面上

看，投资股票是一项非常简单的行

为，但要是能经常做到卖出价高于

买进价，那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

事情，而做到卖出价远远大于买进

价，那就更需要比较高的技巧了。

有没有简便易行的选股策略

呢？ 根据笔者的经验，在低风险股中

淘金或许就能取得不错的收益，且

几乎不会承担什么大的风险。 需要

注意的是， 低风险股和低价股两者

并不完全划等号， 低风险股可能就

是低价股，但也有可能是高价股；而

低价股在某些时候也有可能还是高

风险股，并不能降低投资者的风险，

更何况到底什么是低风险股和低价

股， 投资者在理解上会存在着比较

大的偏差， 它们并没有一个放之四

海皆准的标准。

一般来讲， 低风险股应当具备

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是政策重点扶

持，特别是属于最新政策指向的；第

二是资源相对稀缺； 第三是价格低

廉； 第四是资金博弈尚处于初级阶

段。 从这些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只要

以此按图索骥， 平均每年的收益率

至少可以达到

20%

，乃至

50%

，甚至

不排除翻倍的可能。 投资者只要在

选股上紧扣当前政策， 坐享其成的

概率非常高。

资源相对稀缺的股票， 往往比

较容易被博弈资金所盯上， 物以稀

为贵的道理在股市上同样适用。 前

些年， 只有中信证券和宏源证券两

只券商股，且价格非常低廉，比如说

中信证券在

2005

年底时，价格也就

5

元左右， 但在

2006

至

2007

年的超级

行情中飙升了

20

倍。

2008

至

2011

年，

虽然市场的整体行情不尽如人意，

但稀土高科的涨幅也超过

10

倍，这

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这样的品种还

往往存在着许多短线盈利机会。

其实，华谊兄弟和光线传媒也

属于资源稀缺型的股票，况且两者

又都是行业的龙头，特别是时常有

故事可讲，这些都是推动价格上升

的重要动力。 当然，华谊兄弟因在

上市之初的价格过高，随后的连续

下跌就此套住了众多的跟风者，所

以说价格低廉十分重要，尤其是对

于那些没有经过洗礼的新股票更

为关键。

虽说不能一概地讲价格高就

意味着风险大，但高价股的确要让

投资者承担更高的风险，上市不久

的股票更是这样。 那么，如何界定

价格的高低呢，笔者以为，对于新

上市的创业板的股票来说，不妨从

发行价、最高价、所属行业、政策导

向、市场气氛等方面来判定，倘若

还是拿不准（百元之上的超高价股

除外）， 可以

6-8

元之间为基准线，

在这个基准线之内或者不超过两倍

的话，最高最好控制在

3

倍以内，就

比较适合买进。

资金是股价的源动力，没有资

金博弈的股票，就不会产生令人炫

目的价格， 从而也就不会获取利

润，特别是不会让人产生投资的欲

望和冲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像

外高桥这种在短期之内暴涨

3

倍之

上的股票，已经不适合绝大多数投

资者进行操作了，既使有利可图的

话，也会面临着较高的风险，所以

不值得冒这种无谓的风险。 尽管创

业板的不少股票已是高高在上了，

但它们的价格并不是一蹴而就形成

的，而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基础

比较扎实，所以仍旧会得到资金的

大力关照， 且还会常驻扎在那里，

尤其是大比例高转送的股票。

2013

年行至年末，年内抓住结构性行情机会的投

资者大多已挣够了“过年钱”。 但政策变动带来的系列

变化让市场风格随之转变， 哪些领域能够出现跨年行

情呢？本期《一周看点》特收集相关博文，看看草根博主

眼中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抓住跨年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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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捕捉

跌出的机会

□陆向东

对于广大普通投资者来说， 似乎

没有谁喜欢看到市场出现暴跌， 因为

暴跌带给大家的往往是极度恐惧，财

富快速蒸发以及似乎永无尽头的伤心

甚至绝望。 但笔者却要提醒投资者，只

要读过诸如巴菲特、 罗杰斯等投资大

师们的传记， 尤其是仔细研读一个个

经典投资案例就不难明白， 正是一次

又一次的暴跌成就了大师们创造财富

神话的机会。

1973

年至

1974

年的美国经历了

空前大灾难，每一种股票都比

1969

年

初下跌超过

70%

，所有的新闻媒介都

在报道这场股灾给人们带来的恐慌。

然而， 巴菲特却开始分批买入股票；

1987

年，美国再次爆发股灾，道琼斯

指数一天内重挫

508.32

点， 跌幅达

22.6%

。 巴菲特却于

1988

年开始买入

可口可乐； 从

1961

年一直到

1982

年

8

月，西德股市从来没有出现过多头市

场，完全无视这

21

年来西德经济的持

续蓬勃发展；罗杰斯在经过实地调研

后开始分批买入西德股票， 持有至

1985

年分批卖出，获得

3

倍利润。 为什

么让普通股民感到无比痛苦的暴跌

会成为大师们创造财富神话的机会，

这里面又有哪些做法是普通股民能

够借鉴的呢？

寻找适宜的投资目标。 大师们调

研重点往往是针对某一异常变化进行

去伪存真的分析， 从而做出与众不同

的判断，危中觅机。 如

1963

年

11

月，美

国运通遭受了重大诈骗， 损失估计达

上亿美元。 如果债权人索赔的话，可能

会导致其资不抵债。 这个消息吓得华

尔街一窝蜂地疯狂抛售美国运通股

票。 短短一个多月，股价就从

60

美元跌

到

35

美元。 对此巴菲特却专门走访了

奥马哈的餐馆、银行、旅行社、超级市

场和药店， 发现人们仍旧用美国运通

的旅行支票和信用卡来结账， 在全国

范围内，它拥有旅行支票市场

80%

的份

额， 还在付费信用卡上占有主导的市

场份额， 丑闻并没有动摇美国运通的

市场优势地位。 正是在如此周密调研

的基础上， 巴菲特才做出了大笔买入

的决定。

正确把握买入时机。 大师们非常

明白“否极泰来”的道理，深知不同市

场阶段出现的利空必须区别对待，能

够在利空发生的初始阶段冷静观望，

不轻举妄动， 而一旦察觉到将会面临

转机时，则果断付诸行动：为什么已经

低迷了

21

年的西德股市会在罗杰斯买

入后不久就出现了重大转折？ 因为

21

年来经济的持续蓬勃发展已经使得西

德股市具备介入价值， 而罗杰斯找到

了能够使西德股市腾飞的契机： 基督

教民主党赢得大选。

1973

年美国市场因石油危机而步

入熊市， 道琼斯指数

1973

年

1

月到

1974

年

12

月下跌达

41.9%

。 几乎每个

人都恐惧得不停抛出股票。 反观巴菲

特却用

1062

万美元买入华盛顿邮报

股票。 巴菲特为什么敢这样做呢？ 其

秘诀就在于他认定这家公司具有极

高增长潜力， 其价值应在

4

亿美元以

上， 而目前市值只有

1

亿美元。 事实

是，至

1985

年，该笔投资使巴菲特获

利超过了

20

倍。 再请股民审视一下自

身，对于拟投资的基金内心是否有一

套评价标准，只有当其客观表现符合

标准后方可成为拟买入目标？ 对于当

前市场状态究竟已经持续了多长时

间，主导这种市场状态的因素究竟都

有哪些，是否已经发生变化，如果发

生变化将会对你产生有利还是不利

影响等等，在实施买入前是不是都搞

清楚了？

由此可见， 普通投资者只要树立

正确的风险观，并把握好买卖时机，暴

跌同样也能够成为你获取低成本优质

投资品种的机会。

经济数据

@贾云飞： 从已经公布的

11

月经济数据

看， 贸易和价格数据都保持向好趋势；

CPI

增

速为

3%

，较上月略有收窄，且低于此前市场预

期，因此对

A

股并未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

相对平淡的背景下，市场有可能保持震荡整理

格局，等待政策面变动的催化。

@张宏民： 虽然

CPI

增速已连续三个月在

3%

之上，但仍处于可控范围内。且几个月来这项

数据一直相对稳定， 这主要原因是下半年经济

形势较上半年整体呈现向好态势并保持平稳。

由此预计

3.0%

这一

CPI

数值不会改变短期内的

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预计依然以稳定为主。

@马跃成：

11

月

CPI

通胀较早前市场预期要

低，蔬菜价格回落是主要原因。未来半年宏观层面

的力量对

CPI

影响可能不大， 随着蔬菜价格回落，

通货膨胀将从目前

3.0%

的水平波动下降到

2.6%

左

右。

11

月

PPI

环比基本持平，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存

在周期性下降压力。未来几个季度

PPI

的变动仍有

变数，但从更长期来看处于波动上升的通道中。

人民币汇率

@黄建：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总体上

是弊远大于利。 因为人民币升值会产生通货膨

胀、 楼市失控和不利于出口等几方面的负作用。

加大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刻不容缓！要让人民币

汇率升贬皆由市场来决定，任其在更大幅度内自

由波动，有涨有跌。 而当人民币升值不再成为趋

势性预期，人民币的泡沫才能真正被挤压掉。

@刘主饪：人民币汇率连续创新高，即期市

场也保持强势。 如果继续传导到楼市，春节后楼

市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另一轮涨价， 受此带动，

A

股市场有望出现一波行情， 目前持币快速建仓

为宜，购房人有自住需求的，中央经济会议如果

也无强烈抑制信号，最好早点下手。

城镇化

@宝存：城镇化工作会议结束后，地方规

划将密集出台，使得本轮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

2014

年经济的亮点和改革激活点。户籍改革与

农地流转将成新型城镇化重头戏，城镇化将带

来园林、环保、城市管网、轨道交通、智慧城市、

建材、文教等方面的投资机会，或成为

2014

年

最主要的投资主题之一。

@王月雅：寻找新型城镇化机遇，别光盯着基

建。 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是终极目标。 以数字

体现的城镇化率无法考核城乡一体化实施成效，

不要再沿着老路去寻找投资机会。 基建固然有空

间，但早已透支了期望。 与农民的教育、医疗、生活

消费相关的领域， 土地流转后带来劳动生产率提

升的现代农业领域才更具活力！（田鸿伟 整理）

当前股市宜弹性操作

□胡蝶

我们在沪深股市参与投资投机

博弈炒作游戏，最佳应对操盘策略

是弹性操作，尤其是在目前的经济

大势和股市环境里，更应该采取弹

性操作策略。

首先看经济大势， 本周召开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有观察者称，

根据宏观实体经济走势及未来可

能的走势，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把明年的

GDP

名义增长率预设为

7%-7.5%

，其实不论目标、计划定多

少，明年经济的名义增长率都不会

与预期差多少。

如果上述预设成立， 沪深两市

很有可能会下跌， 沪综指会跌至

2000

点上下，甚至在短时间里跌至

更低的水位，这也是沪综指近几个

月来徘徊于

2200

点上下的宏观系统

性原因。 至于说

11

月结束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当然有很多实质性的利

好， 但这种利好大多是长期性的，

眼前在沪深两市走势上还体现不

出来。

我们再看眼前的股市环境，沪

深两市流通市值有

20

多万亿元，有

效投资者账户有

1.67

亿，而日常保

证金仅有

1.67

万亿元，日常交易资

金则更少，仅有

1.67

万亿元的

10%

-20%

在参与买卖， 主力占有散户

率太低，这正是很多股票仍在底部

区域磨蹭的原因，也是沪深两市日

成交量总是徘徊于

2000

亿元上下

的资金面的原因。根据招商银行和

贝恩咨询发布的《

2013

年中国私人

财富报告》， 现在中国私人总体可

投资资产规模达到

80

万亿元人民

币， 其中银行理财产品占

12

万亿

元，信托公司的信托资产规模约占

10.1

万亿元，保险公司总资产约占

8.1

万亿元， 基金公司管理资产占

7.9

万亿元。 这几个数字一比较便

可看出，沪深两市是严重缺乏资金

的，目前的行情是由少量存量资金

运作的，是存量资金在螺蛳壳里做

道场。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沪深两市

的严重缺乏资金呢？ 最好是一分为

三地看，一是从这一资金数字比较

中我们应认识到沪深两市何以缺

乏吸引力；二是还要看到我国经济

系统中的流动性并不缺；三是要看

到沪深两市一定是处于底部区域，

大量资金不进入

A

股市场，正说明

A

股市场正处于底部区域，我们应该

把这一现象看成是正常的经济现

象。 同理，某项资产在价格处于顶

部区域反而能够吸引大量资金追

捧抢购，也很正常。

著名心理学家贾斯特罗在其

《心理学中的事实与虚构》 中创拟

了一幅“鸭兔图”：它看上去既像一

只鸭子，又像是一只兔子，实则是

鸭子和兔子的混搭组合。 目前中国

的经济大势和

A

股市场正像这幅

“鸭兔图”： 既有向左向下走的可

能，也有向右向上走的可能。 所以

笔者要说：目前最佳应对策略是弹

性操作， 在众多板块中闪转腾挪，

昨天买，今天就要卖，或今天买，明

天就要准备卖； 股价跌了要知道

买，股价涨了要知道卖；既不过于

悲观， 一味看空做空某个板块，也

不过于乐观，一味看多做多某个板

块； 不妨追求

2

个交易日赚

1%

或

2%

， 而不要奢望

20

个交易日里赚

10%

或

20%

。

A

股市场是一负和博弈

游戏，其股票不是一项资产，而是

一组电子数字，是一种交易博弈游

戏工具，是钱变钱的中介。

跨年行情把握主题投资机会

跨年行情2500点可期

看好跨年行情 短期虽然有资金

结算压力和

IPO

重启前的心理冲击，但

压力应该不大，跨年行情可以期待。 首

先，落实改革措施将提升投资者情绪，

对明年政策面抱有较高期待。 明年将

是全面落实改革规划的开始， 比如很

多改革领域可能迈出较大步伐， 这种

预期将推动市场向上。

其次，宏观经济可能比较稳定。 市

场预计今年四季度

GDP

增速约为

7.5%

，明年一季度较为稳定，约在

7.3%

-7.5%

。 已经公布的

PMI

数据也预示宏

观经济相对稳定， 这为资本市场奠定

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第三， 三驾马车出口数据表现强

劲。

11

月进出口贸易数据进口同比增

长

5.3%,

出口同比增长

12.7%

。 外围经

济形势持续回暖

,

利于出口形势改善。

11

月出口同比增长

12.7%,

高于市场一

致预期的

7.6%

。 出口大幅回升显示我

国经济发展势头继续保持强劲， 对市

场形成利好。

第四，重要会议将开，市场迎来催

化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城镇化

工作会议等两大 “重磅” 会议即将召

开， 改革的具体细节有望在会议中落

实以及升温必将成为市场再度上涨的

催化剂。

综合来看，市场在

IPO

靴子落地后

正在呈现出积极的蓄势信号， 跨年度

行情的雏形正在显现。 但短期迫于前

期高点

2270

的压力， 市场短期震荡修

正等待机会出现是十分有必要的。 而

对于投资者而言目前需要坚定信心，

大胆低吸。 机会方面可关注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带来的改革预期品种， 如土

改，金改，自贸区等，同时对于生态农

业，大消费等二线蓝筹也可留意。 尤

其是对于一些主力高度控盘近期正

蓄势待发的品种可积极寻找低吸机

会。（查尔斯王

http://blog.sina.com.cn/

s/blog_9c8e824d0101s1c0.html

）

目标2500点 从市场层面看，市场

本身就有一个热点切换的实际需要，

过热的小盘股切换到低估的蓝筹股身

上。但由于游资的搅局，使得这个过程

一直处于欲退还进的节奏上； 上周末

出台的打击投机的政策， 则瞬间扭转

和加速了这个进程。

至于行情的空间， 按历史空间的

测算看， 离阶段底部在

20%

左右的空

间，因此，理论上跨年行情的上证指数

的目标在

2500

点左右。 尽管空间看似

有限， 但一些主流热点的机会表现会

更优异。 （方德

http://blog.sina.com.cn/

s/blog_5ac7e0610102e4t8.html

）

多主线现布局机会

跨年行情主线图 未来市场热

点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年报

超预期的预增股， 跑赢大盘概率大。

目前市场即将进入全年业绩预报和

披露期。 从公告消息看，一些业绩大

幅预增公司吸引了大量的主流资金，

包括社保、 保险、

QFII

等主流机构，因

此， 年报高送转行情的炒作热情，目

前还在预热中。 这也符合历史上的

A

股走势。 以往每到年底，业绩大幅预

增股往往会跑赢大盘，同时业绩低于

市场预期的个股也会面临较大的下

跌风险，这种分化的结构性特征是明

显的差异化行情。

二是改革概念股。 包括结构转型、

大消费及城镇化。 这其中，节能环保在

阴霾的空气质量下，也将容易成为市场

重点关注的对象。未来随着后续相关政

策的推进，概念的发酵，会促成未来很

长时间内

A

股主题炒作的热点持续。

三是错杀的高成长小盘股。 尽管

从系统性角度看，中短期小盘股走弱

的概率大，但从历史牛股看，往往存

在于一些高成长的小盘股身上。（摩

尔 方 德

http://blog.sina.com.cn/s/

blog_5ac7e0610102e4x1.html

）

三大投资主线催生行情 受利好

刺激的生态农业、环境保护、土地流

转等板块日前全面走强， 而煤炭、石

油、有色等一线蓝筹拖累指数。 时至

年底，三大投资主线或将催生跨年度

大行情。

第一，

401K

引发保险板块行情，上

周五晚上，三部委联合下发通知，允许

企业年金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部分，在

规定范围可免征个人所得税，退休领取

时候按照工资薪金收入缴纳个税，真正

实现个税递延。该模式与美国

401k

运作

原理相同，中国版

401k

尘埃落定。 作为

年金的受托管理人，保险等非银金融机

构将源源不断地分享这一“盛宴”。

第二，土壤修复催生重大投资，环

保副部长也表示： 国家和地方政府将

进一步加大环保资金投入， 完善相关

政策。 这些措施将带动环保产业的全

面轮动。 环保部周日表示，土壤治理市

场规模巨大，或达几十万亿元，相关产

业链将集体收益。

第三，基金排名正式打响，临近年底，

一年一度的基金排名战正式开启，各大基

金之间为了争夺年底总冠军，必会疯狂拉

升自己的重仓品种， 从今天行情来看，基

金重仓的：威孚高科、大北农均再次创出

新高。 （张晓昭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4E6A300D71C7AC7D5.html

）

重点关注改革与蓝筹

改革红利将继续释放 根据政治

局会议基调， 预计明年经济增速基本

稳定，下行空间不大；继

IPO

制度、优先

股试点、鼓励分红等措施之后，企业年

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

政策出台进一步表明改革决心， 以及

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支持， 预计还

会有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 有助于

提升风险偏好； 建议坚持持有稳定增

长的消费和消费制造业、 参与改革主

题投资、 关注供给端收缩的个别周期

股。 （查尔斯王

http://blog.jrj.com.cn/

4115742649,13018042a.html

）

蓝筹继续重估 当前有利于蓝筹

的因素较多。 在资本市场制度创新方

面，优先股制度已经公布，对银行、电

力等低估值蓝筹相对是有利的； 上市

公司分红制度， 也有利于提高投资者

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对蓝筹的积极性；

周末公布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安排，

这是发展壮大企业年金的重大举措，

是吸引长期资金入市的步骤之一；上

交所表示明年

4

月可能会推出个股期

权， 这同样会增加低估值蓝筹的活跃

度。 在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方面，同样有

利于提高蓝筹。 按照新股发行制度改

革方案， 网上申购不仅需要资金还需

要股票市值， 这将强制推动资金进入

股票市场， 而为了申购资金所买的股

票应该以稳定风险不大的蓝筹股为

主。 （股道叶开

http://blog.jrj.com.cn/

5677253219,13038510a.html

）

以上博文由中证网博客版主倪伟

提供

本栏文章均源自博客， 内容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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