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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怎样炒股

□谢宏章

随着新年脚步日益临近，各大机

构加快了发布年度投资策略报告的

节奏，其中的重头戏便是对新年股指

和个股的预测。 与此同时，不少投资

者也在盘点过去一年得失基础上，着

手谋划新年的投资策略。 笔者认为，

明年炒股可从三个方面加以重点把握

和应对。

首先是不要猜测指数涨跌。股指

是整个市场价格波动的整体反应，如

能精准预测股指波动， 在上涨前买

入，下跌前卖出，当然会取得理想的

收益，但问题是，真能猜对测准的投

资者不多， 预测反了的倒大有人在。

以即将过去的2013年为例， 让我们

先将时间“退回” 到一年前，看看当

时一些券商和研究机构对今年股指

的预测，再来看这一年来股指的实际

走势， 比较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与往年一样，无论是指数运行区间还

是指数运行趋势，绝大多数券商和研

究机构的预测都错了。

笔者投资多年得出的体会是，无

论何时何地， 资本市场总是充满变

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所作的任何预

测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胜算把握。

所以，在新年投资中，面对难以琢磨

的股指波动， 千万不要猜测指数涨

跌，唯一有效的策略是：两手准备、理

性应对，做到涨有涨的计划，跌有跌

的打算，无论涨跌都须有相应的操作

方法前去面对。 在仓位控制方面，做

到既不满仓也不空仓，当指数涨到一

定程度、计划卖点一旦到达，就要及

时减仓；当指数跌到一定程度、计划

买点一旦出现，就应果断低吸、增加

仓位，无论何时都不要奢望自己成为

指数的“操控者” 。

其次是不要揣摩个股牛熊。 如果

说指数涨跌很难猜测， 那么个股牛熊

同样很难揣摩。仍以2013年为例，年初

各大机构发布的投资策略报告中关于

个股牛熊的分析研判同样存在离谱现

象。 实际上，类似券商和研究机构荐股

中出现的“牛股不牛” 、“熊股不熊”

现象在资本市场屡见不鲜， 不仅在过

去的2013年继续沿袭了这一现象，而

且在今后仍将继续存在。 因为，在一般

情况下，个股牛熊有其自身规律，既不

依投资者的意志为转移， 也不取决于

券商或研究机构是否看好并推荐。

当然，不揣摩个股牛熊，并不意

味着投资者在操作中就不能有所作

为。 相反，更应从股市的这一特点出

发，采取针对性措施，重点在于控制

好仓位，特别是要做好投资品种的搭

配工作。 对券商和研究机构发布的所

谓牛股，投资者只能作为参考，切不

可过于当真，更不能不加分析、据此

操作。 新年投资取胜的关键在于投资

者自身，对于自己经常关注、长期跟

踪的“熟悉股” 应备加珍惜，在掌握

其基本面、股性特点的基础上，控制

仓位、做好搭配、高抛低吸、进出自如，

才是正确而有效的应对之策。

最后是不要进行“追杀” 操作。

不猜测指数涨跌也好，不揣摩个股牛

熊也罢，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指

导操作。 2013年一些投资者出现亏

损的原因，除了市场走势“不好” 、个

股表现“不佳” 外，还与自身的操作

“失误”密不可分。 总结过去一年操

作的成败得失，投资者大多会有自己

的经验教训。 在接下来的投资中，结

合各自实际，采取“纠偏” 动作，应是

普通散户的应有之策，尤其是在以下

三个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要有适合自己的操作方法。

资本市场情况复杂、充满变数，既没有

一成不变的走势规律， 也没有广泛适

用的交易方法。 投资者只有从自身实

际出发，在总结交易技法的基础上，不

断摸索、 积极探寻适合自己的交易方

法，并在实际操作中得到运用，才是最

好的方法。 无论是长线投资、 短线交

易，还是长短结合、有静有动，都需切

合各自实际，“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第二， 制定切合实际的操作计

划。 在新的一年里，投入股市的资金

来源和具体数量，选择的板块和具体

品种，买入股票的仓位比例，卖出股

票的时机、批次和数量等，都要做到

事先计划、事中执行、事后总结。只有

事先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具体计划并

在操作中严格执行，才能做到赢得明

明白白，亏得心服口服。

第三，保持平和理性的操作心态。

老股民都知道，股市投资“期待的”往

往落空，“担心的”常常发生。无论是股

指涨跌还是个股牛熊，也无论在实际交

易中发生什么事情，操作结果如何，都

须用平常心态正确面对。 既要加强学

习研究，又要善于分析判断，既努力提

高自己的操作能力， 又理性看待最终

投资结果。 只有这样，才能在机会与风

险并存的股市长久立足、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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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上证综指重回

2100

点上方， 金融股表现

亮眼，成为领涨板块。后市沪指能否迎来持续反弹？

临近年底，投资者该如何操作？ 本期《一周看点》特

收集相关博文， 看看草根博主怎样看待眼下的反

弹，对后市操作有哪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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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海泛舟

耐心是确定性

收益基础

□胡尊峰

国内A股市场，很少有投资者能够

做到长线挣大钱。 但也绝非没有，比如

万科的“品牌” 老股东刘元生，最近几

年一直持有万科13389.12万股，虽然万

科存在波段交易的机会，但刘先生的股

份始终就未有变化过。

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投资者不希

望挣钱，即便是小钱，可是频繁的短线

交易往往让投资者获得了小收益，却丢

掉了挣大钱的机会。 但为何巴菲特、刘

元生等长期投资者能够长期坚守呢？如

果频繁、短线交易真的能够战胜这些长

期持股者，我想，凭他们的智慧及逐利

本性，他们也会选择短线交易，并选择

“积少成多” 。但他们没有这么去做，这

正是他们深谙投资之道的体现。 本质

上，他们选择了更优的投资对策，以实

现投资收益最大化。

热衷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可

能会购买国债， 但通常不会投资于股

票，而投资于股票的人，一旦适应了股

市的涨涨跌跌，通常也会远离理财产品

及国债、债券等。 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

呢？因为前者投资的目的是为获取固定

收益，融资方使用资金主要用于实际经

营，因此基本属于双赢游戏，后者则是

试图从零和游戏中赚取利润，对于企业

的分红根本就不会在意，毕竟相对于贵

州茅台的年度分红，一个正常交易日的

波动就足以覆盖，吸引不了绝大多数投

资者。

因此， 投资于活跃的股票市场，需

要正确理解股市投资的基本收益来源：

不是企业的分红或者企业获益，而是共

同参与投资的其他投资者的损失，从整

体上看，是长期投资者群体赚取了短线

投资者群体的钱。看看中国股市价格变

动图不难发现，只要时间足够长，绝大

多数人都能够获取不错的收益，前提条

件是你得拿住，拿住靠耐心，耐心的背

后是信心。

经常有人指出，现在的上证指数和

XX时候不相上下，例如2000年11月底

为 2073.61 点 ，2013 年 11 月 底 为

2220.50点，但如果看同期上市的个股，

则股价低于2013年的寥寥无几， 如果

采取稍分散的策略投资于几只股票，则

总体收益肯定跑过同期GDP。

短线投资者认为他们具备预测短

期股价变动的能力，但包括巴菲特、林

奇都均曾明确表示， 短期预测股价根

本不可能。 从投资者的个人经历也不

难总结出， 在每笔买入后往往会有更

低的价格出现， 而在每笔卖出后也往

往都会有更高的价格出现， 这也说明

我们利用技术手段来预测股市并用于

指导短线操作，经济上并不合算，只要

时间足够长， 能够保持和大盘同步就

很不错了。

在上一轮熊牛周期中，巴菲特投资

中国石油，5年时间收获了7倍的利润，

其实在同期投资于国内A股市场，类似

的股票及投资者也都不少，但主要是控

股股东，因为股改及锁定因素而歪打正

着。 这也说明，巴菲特的投资方法一如

其反复谈及的，并不神秘，甚至是大路

边上的道理，但这不代表每个投资者能

够做到。

当然，也有人会说，假如买错了时

间， 比如在2007年中石油高点时买入

股票，到现在仍跌得鼻青眼肿，距离解

套遥遥无期， 但依此来反对长期投资，

则并不成立。 道理很简单，购买任何东

西，都要首先看价格，长期投资的前提

条件是在股价低迷的时候购买，忍受住

反复震荡的折腾，耐心等待其较大收益

的实现， 舍短取长的目的是舍小取大。

股市变动的基本规律就是大波段熊牛

的来回折腾， 但永远不必担心没有机

会，只要你足够耐心。

无知博傻最可怕

□周凤迟

昌九生化日前在赣州市章贡区五

龙客家风情园召开媒体说明会， 对昌

九生化信息披露情况、 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以及市场的质疑进一步澄清

和说明。 而昌九生化日前披露自查情

况公告称，没有将市属国有稀土资源、

资产注入的考虑。

在股票市场上，某些投资者完全

靠赌消息寻求发财之路，这种情况在

前些年的ST股票中可以说屡见不

鲜，也可以说屡试不爽，几乎毫无价

值的ST股票成为了市场中的香饽

饽， 而那些绩优股却是蔫头耷脑，这

显然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现象。

圈定昌九生化， 南昌银行筹划

“借壳” 第一单的消息，早在2010年

初就开始传出来了。 从此，有关昌九

生化的种种传闻就不断地抛向市场，

暴涨完了就暴跌， 暴跌完了就停牌，

就这样折腾了两三年；其实，不重组

的消息早就发布了， 而且还十分明

确， 但仍有人天真地认为还有希望，

因而，就不断地往里打钱。 倘若从投

机的角度来看，投资者的这种行为的

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市场就是一个

博傻的乐土，谁都想在这片充满不确

定性的乐土中分得一杯羹。

但是，这种博傻是建立在一定基

础之上的， 这个基础就是快速止盈

和迅速止损，问题股更是如此，这乃

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我们的投

资者在投资股票的时候， 既不设立

止盈点，更不设立止损点，完全是用

一种任我漂流的感觉来进行操作，

这是极其有害的， 它在熊市中的危

害性更大， 投资者一套就是多年而

无法顺利脱身， 这其中的煎熬是可

想而知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类投资

者往往不从中吸取教训， 经常是犯

特别低级的错误。

投资者之所以经常被套，除了时

常犯同样的低级错误之外，另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在黑暗中行船，这样怎能

不迷失方向呢？众多投资者被昌九生

化打得稀里哗啦，就在于他们自身的

某种无知或者是一知半解，这就等于

以卵击石。虽然不少投资者在股市征

战多年，但是对于券商开办的某种业

务并不熟悉，甚至是相当陌生。

比如融资融券，某些投资者尽管

对于融资融券有所耳闻，但是对其内

涵或许并不了解，可往往又是打肿脸

充胖子，以身试法。从简单意义上讲，

融资融券融资交易就是投资者以资

金或证券作为质押，向券商借入资金

用于证券买卖，并在约定的期限内偿

还借款本金和利息；融券交易是投资

者以资金或证券作为质押，向券商借

入证券卖出，在约定的期限内，买入

相同数量和品种的证券归还券商并

支付相应的融券费用。从字面上来理

解并不难，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它

所孕育的风险却被人们放在了一边，

因为这种风险往往是投资者自身所

无法控制的，因而是非常危险的。

融资融券与做空机制和股指期

货等配套在一起的，将会同时为资金

规模和市场风险带来巨大的放大效

应，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市场的震荡

幅度，这其中的风险可以说是防不胜

防，昌九生化的爆仓正体现出了这一

点。 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

往往会被表面上的某些繁荣景象所

迷惑，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这也

在所难免；但有些风险，我们是可以

驾驭或者加以防范的，比如说及时出

货见好就收，或者是快速止损，而像

昌九生化的这种风险，我们根本就无

法防范， 只能任由损失的不断扩大，

直到血本无归为止。建立在一定基础

上的赌博，或许不是最可怕的，无知

性的赌博才是最为可怕的。

漫画，木楠

在调整中把握布局机会

后市反弹可期 突破仍有条件

争夺2100点 本周中， 上证指数

重回2100点上方。 个股表现更是较前

期有明显改变，大部分个股走出稳步反

弹的走势。一批前期的强势股更是展开

全面反攻。 从走势形态分析，上证指数

如果能够稳住2100点， 未来逐渐企稳

的迹象将会更加明显。各项技术指标在

连续下跌之后也会逐渐趋缓，这对于整

个市场的企稳会有很大帮助。

IPO重启的压力经过连续下跌之

后已经基本释放完毕， 只要近期无特

别意外事件发生， 两地指数应该会在

目前点位逐渐稳定下来。 虽然经过多

日下跌， 但是对于未来市场稳步走好

的信心依然没有改变。 操作上建议重

点关注广东板块、上海板块、环保、高

铁，争取在2014年年初打一个翻身仗。

（楚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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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_5635bbee0102fjnk.html?tj=fina

）

短期突破尚需两条件 止跌修复

是大趋势， 那么是否意味着一波反弹

由此开启呢？ 如果短期想要突破尚需

两条件：第一是资金面回归宽松。 这从

短期来看难以实现， 虽然利率会因为

年底结算而从高位回落， 但毕竟马上

就是IPO重启、春节、基金分红等诸多

要素抽资， 所以资金流动性短期不会

快速宽松，而是有一个过程；第二是年

底政策面激发的新热点形成， 这一特

征在盘面还未体现， 目前市场个股方

面更多还是前期调整过的品种出现集

中的反弹， 相反一些消息面活跃的品

种则开始明显补跌和出货， 因此热点

方面比较脆弱， 导致可操作性较差。

（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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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bid =69939&aid =14146464&page =

detail

）

转势行情难言确立

套牢盘累积 投资者信心或受挫

近期中登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 持仓账

户数没有明显变化， 而交易活跃度出现

了大幅下降，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由于

套牢盘不断累积， 投资者的信心不断受

到挫折。 而受到场内赚钱效应不复存在

的影响，场外资金入场的积极性很弱，两

市的开户数在不断的下降，且是连续5个

交易周下降。 当然这种状况用反向思维

来看待的话， 这种状况的出现显然是投

资者心理最悲观的时候， 也或是行情的

转折。 （左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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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_88cb91e40101j86f.html?tj=fina

）

跟风三类股需谨慎 在当前这种

弱反抽进入横盘震荡的走势中， 有三

类股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此时

跟风进入， 那么恐怕明年的春季行情

来了都很难解套，更别提赚钱了。

第一类：昌九生化类。 该股究竟应

该算那种类型， 是涉嫌内幕交易还是

其他，需要管理层在调查后定性。 不管

结果如何， 该股当前的止跌反弹都是

非常危险的，虽然近日出现了上涨，不

过由于基本面已经完全出现变化，因

此风险最高。

第二类： 重组失败。 比如华润锦

华、霞客环保和东方日升，都是在重组

失败后连续下跌，途中出现了反弹，而

其这种反弹以下跌中继为主， 当天跟

风进入想要博反弹做差价的话第二天

基本上很难赚钱出来。 与其参与这种

下跌中的反弹趋势， 不如去挖掘天喻

信息那样持续稳步上涨的品种， 虽然

涨的慢，可却是涨不停。

第三类：高位出现技术破位。 比如

上海梅林，该股在高位多次出现中阴杀

跌的走势， 最近这次还放出了巨量，同

时指标双双死叉，可见主力已经出局。

由于接下来大量新股即将上市和年

报披露的日益临近， 极差股和高高在上

的创业板、 中小板股票要特别注意这种

信号的出现，一旦高位见顶，必须毫不犹

豫的清仓出局。 （铁林迪

http://blog.sina.

com.cn/s/blog_e6fb53970101pzes.html

）

把握结构性机会

关注调整中的布局机会 此次反

弹第一目标位或将触摸2130点， 这里

是半年线与10天均线交织区域。 上摸

2130点区域后股指将会有一个确认底

部的动作。 根据A股运行特点及方式，

本次反弹可以视为2260下跌以来的小

B浪反弹，其后的回夯底部将会构成C

的反杀，只有经过C的反杀A股才能真

正完成大波段上攻行情。

后市由于主板处于下降通道，操

作上要紧紧抓住政策性热点，策略上

快进快出， 同时要积极布局未来大

上升趋势波段行情的潜力股， 只有

在调整中才会出现好的布局机会，

因为一旦行情起来， 很多股票往往

已经失去好的买点。 （lml660660� �

http://blog.cs.com.cn/blogIndex.do?bid=

67721&aid=14146585&page=detail

）

报复性反弹或来临 近期沪深股

指震荡走强，高送转概念上演涨停潮，

软件、电子支付、网络安全等概念全线

反弹，生物医药、农业等防御性板块跌

幅居前，圣诞过后至春节时间段，也多

以反弹居多，随着利空消化之后，阶段

性反弹或开启。

央行释放流动性后钱荒得到缓

解，连续调整过后的A股反弹可期；而

近来及未来一段时间， 持续迎来众多

利好的券商股， 或将成为打响反弹的

第一枪。 从每次反弹的经验告诉我们，

券商板块往往能够先于市场崛起，值

得投资者积极关注。

高送转概念频频异动，说明高送转

强势来袭， 高送转股的炒作通常有三

波。 第一波是预期炒作：高送转的方案

通常是在年报中公布的，而在这之前主

力资金就已经开始寻找具备高送转潜

力的个股进行提前布局；第二波是年报

公布方案后的炒作，经历短时间的调整

后，股价将再次拉升；第三波是高送转

正式实施后的炒作，除权后，如果走势

良好，高送转股存在第三波炒作机会。

大盘在经过连续性的杀跌过后，

报复性反弹或将来临。 我们应该随时

做好抄底准备， 操作上我们要重点把

握结构性的机会， 虽然近期市场表现

不佳， 但是市场中仍有一批个股强势

翻番，其中高送转概念：东晶电子、上海

莱士更是走出了三倍以上的主升浪涨

幅。 （梁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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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_97641ce50101b362.html?tj=fina

）

本栏文章均源自博客， 内容不代

表本报观点。 如有稿费及涉文事宜，请

与本版编辑联系。

农村工作会

@君子君：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城镇

化时间和具体方案细化，落实更具可执行

性。 农村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对应股市机

会是教育、医疗、社保升级等；城镇棚户区

和城中村改造对应机会则是保障房建设。

@帅克平： 预计未来一个月时间还会

有很多重量级的政策事件出来， 如中央一

号文件、种业科技体制改革等。由主题事件

催化叠加周期向上反转带来的大农业 （种

子、养殖、饲料、农机、农药、化肥等）行情还

将继续演绎。但同时需要提醒，目前市场相

对处于弱势，相关热点的持续性都不强，所

以要把握好投资节奏。

@中正鹰：农业股每年分五个阶段，五

局三胜的五盘棋。 第一盘是超快棋还是快

棋取决于大盘的好坏， 时间从

12

月至中央

农村经济工作会议结束。第二盘也是快棋，

时间至中央一号文件颁布结束。 第三盘是

慢棋，至公司年报公布。第四盘至中报和第

五盘的中报后都是超慢棋且难度大。 拿下

前三盘而放弃后两盘就有盈利希望。

钱紧

@安静的元：每逢月末、季末、年末，

资金结算、监管要求等因素往往导致资金

面紧张。 今年以来，由于银行资产结构调

整，钱紧现象尤为明显。 由于实体经济和

金融机构尚未有效去杠杆，监管机构不轻

易放松流动性，未来“钱紧”周期性上演的

可能性较大，容易形成市场预期。

@河马哥： 持续钱紧的情况终于传导

至股市，

QE

的逐步退出更加剧了市场的担

忧情绪。当前的走势与

6

月钱荒时如出一辙，

如果一个月内央行不降息或降准， 股市可

能会出现惨烈的杀跌。 临近年底的几个交

易日市场机会不大， 甚至说蕴藏较大的风

险，投资者可选择观望，待明年再战不迟。

黄金

@孔明灯： 黄金的投资价值主要在于

避险和保值， 也就是避免社会大动荡时纸

币大贬值。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现

货黄金大涨。

2011

年全球区域局势动荡，现

货黄金再大涨。

2012

年至今，全球金融市场

趋于稳定，黄金避险、保值价值大大降低，

金价下跌大势所趋。

@王于京： 今年资金大量撤离黄金市

场，导致黄金价格深幅下挫，对黄金未来的

走势也许是一件好事。黄金的

10

年持续上涨，

积累了不少泡沫和风险， 本次下跌可以说是

一次集中快速的释放修正， 黄金行情从之前

的疯狂重归理性。 只要美联储没有实行紧缩

的货币政策，黄金在生产成本持续上升的背

景下，仍具备反弹潜力。（田鸿伟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