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牛市咏叹调：捕牛达人遗憾多

本报记者 王朱莹

2014年的资本市场尤其A股热闹非凡：单日逾万亿成交额令人惊叹，超36万亿的A股市值创历史之最；年末的蓝筹反击，股指期货罕见百点升水，让坚守估值洼地的价值投资者喜笑颜开，同时也狠狠改写了无数创业板铁粉的财富故事。

临近岁末，中国证券报记者特意邀请了众多投资者，亲自讲述他们的2014投资故事。 他们中有投资年龄长达二十年的老手，也有新进入市的菜鸟，既有股市玩票高手，也有期市弄潮先锋。 让我们来看看，2014这一年，他们是怎样走过的……

A股故事

故事1：

“我去年末从房产投资上撤出，转战股票投资，差不多是2000点左右入市的，目前看，趋势判断还是对的。 今年最重要的感悟是‘股票只有20%的时间在爆发上涨，如果这20%的时间你不在，80%的等待就等于浪费了’ 。 ”

去年年底我卖了房买股票，沪综指那时在2000点，放到现在3000点肯定是不敢的。 看到还有人抛出卖房买股的口号，我只能“呵呵”了。

这一年做对的事情有不少：在低位买进一汽夏利、光大银行、罗莱家纺、五粮液、南山铝业、中国平安、南京高科、潍柴动力……到目前为止，所有买进的A股投资标的都是赚钱的。

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还是出了点问题：首先是该重仓的时候没有重仓，上半年股市调整，很多股票创下新低，但是我却没有重仓买入，如南京高科；其次是没做到知行合一。 我曾经写过，A股一定要关注破净股，即便是烂公司，破净买也能全身而退。 比如今年下半年暴涨的股票，都是银行、钢铁、基建这些重资产的周期性板块，这些股票都是破净股，现在他们只要稍微回归一下资产价值就翻了一倍了；我也曾经告诉自己，不能错过跌到净资产的行业龙头，但偏偏又一次在净资产附近错过上汽集团，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严重的错误。 还有我认为A股一定要关注回购的公司，一定不能错过回购股票的公司。 我关注到了金融街，被安邦保险举牌，但还是没有拿住，错失了在几个月内翻倍的机会；三是对于企业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对于有些公司的理解不够深刻，导致拿不住所投资公司的股票，一赚钱就想跑。 比如吉林敖东是赚了30%就跑了，结果现在股价已经翻倍了，这是没有看到券商爆发趋势的结果。

这个市场的钱是赚不完的，也是亏不完的。 我到目前也没满仓，保留着28%的现金比例，更别提杠杆了，目前的想法是保持目前的仓位即可。

孩子即将降生，不能把钱赚绝了，要留些财富让后代慢慢赚。 赚钱速度比别人慢没关系，只要10年后我还在这个市场上活着就行。

———被解放的mogwai� � � 1983年生，江苏人，8年股龄，去年在2000点附近卖房炒股。

故事2：

“今年在证券B上赚的最多，在獐子岛黑天鹅事件上亏的最大。 2014年投资最大的感悟是：即便能洞穿行业增长的趋势，也不可小觑黑天鹅的力量。 ”

今年是极端分裂的一年，年初腾讯微信红包大战之时，我敏感的把握住了移动支付的风口，重仓新大陆仅一个月就已获得86%的收益，结果遭遇央行暂停二维码支付的黑天鹅未及时止盈，造成上半年业绩险些归零，直到7月份才陆续开始盈利。

8月、9月大笔持有沪港通标的银行股中信银行并顶格申购新股，为打新配市值所持有的中信银行意外收获两个涨停，新股上市对开板后的炒作预期太低每每抛出过早（如一心堂、艾比森、川仪股份等），反思之后持有中签3000股的亚邦股份到50元，收益颇丰。 10月份，为打新股配置深市股票市值（原有新大陆但因止盈陆续获利保留底仓退出）而不小心选择了长期关注标的獐子岛，合计买入2万股，导致了今年踏中最黑天鹅。

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入11月份，进入了本年度疯狂赚钱的时段。 感受到牛市氛围的来临，因不知如何选择券商股，便偷懒选择了年度黑马证券B，从净值1.67开始建仓，并将獐子岛停牌所套部分资金用融资盘换出来到最后满仓，第一次上折前成本1.83，上折后折腾分拆卖A重新加满杠杆成本约为1.16（上折后）再度至第二次上折前涨停2.2全部获利了结，在证券B上不算杠杆盈利大约为166%.

进入12月，早在年初2月就已布局的券商影子股大众交通盈利已翻番，价格从5元起步已冲破10元进入加速上行阶段。 退出证券B后，部分资金换仓介入中信证券，因市场过度疯狂，一周收获三涨停后便暂时获利了结离场。

2014年我的投资收益为174%，加上2013年的投资收益两年累计收益475.4%。 最近权重股拉抬指数的行情，因关注到资金面的变化而暂时离场打新，静待市场大跌满仓机会。

———风一样的男子，1971年生，湖南人，22年股龄。

故事3：

“今年资金配置总体上出现了战略性失误：大头资金配置在收益率较低的海外，小头资金配置在收益率较高的国内。 可耻的浪费机会，就像足球场上‘浪射’的前锋一样。 ”

今年的资金配置战略上是错误的，我把大头资金配置在海外，转回国内太慢。 导致大头资金配置在收益率较低的海外，小头资金配置在收益率较高的国内。 今年收益最大一笔应该是酷派集团，利润100万港币左右。 亏损也主要来自于海外投资，亏损最大的是京东股票，亏损了约100万人民币；其次是联想集团，亏了小几十万港币；特斯拉上有过一笔1万美元多的亏损。 除了京东是操作上的问题，总体亏损控制的较好。

今年最大的成功就是通过盈利和亏损的经验得出“重仓=基本面+趋势”的套路，从而避免产生类似京东这般的大亏损。 真的像苏宁的粉丝们说的那样，我是股市里的搬运工，从苏宁赚来钱都亏给京东了。 我好忏愧，我对不起苏宁。

对于符合“基本面+趋势”逻辑，并且是热点的股票，我持仓还不够坚定，仓位还不够重，如在怡亚通、华泰证券上，仓位不够，出仓过早，应该是百万以上利润的票做成几十万利润。 可耻的浪费机会，就像足球场上一个浪射的前锋一样。

本人已经于24日清仓A股，A股12月收益率28%，年度收益率224.61%；海外账户12月收益率16.86%，年度收益率72.28%。 个人当前市场还是会持续大幅度震荡。 如果让我做，我会5-7成资金不断玩波段。 但是现在是外出东北，下个月是封闭测试，所以我就不参与了。

———梁宏 1978年生，浙江人，9年股龄， 自称是上海希瓦资产有限公司打字员。

故事4

“从2012年开始接触股市，投了好多股票，折腾来折腾去，指数涨到了3100，自己却一场空。 ”

2012年同事推荐了一只股票卫宁软件，我磨拳搽掌想进股市，在其他同事劝说下未入，结果错失卫宁软件从7元多（除权后）到90元的大牛行情。

2014年上半年买了人生中第一支股票广电运通，由于五月份事情太多，拿了一阵后顺手就把它出了，结果不久它就涨停并持续大涨。 在此事上得出教训，看准的好股票一定要拿住，不可心急。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再弄股票，今年8月份不知是怎的感觉股市要反弹就再次杀入，那段时间多是短线推荐，股票来源于他人推荐网上推荐和新闻联播。

慢慢的发现自己投了好多股票，折腾来折腾去，上证指数涨到了3100点，自己却一场空。 总结原因，一是盲信他人不做思考，网上一个炒股群说盛屯矿业、重庆啤酒好，入之。 盛屯迄今仍亏损20%，期间其停盘定增，复盘居然来了个五连跌；两只科技股易联众和巨星科技也损失惨重；易联众居然入选牛市十大熊股第四，说多了都是泪。 二是好股拿不住，短线思维严重。 三是追高必被套，中信证券、西水股份皆是如此。 四是重仓不懂分散风险，设置五档吸入时各档价差太小。 五是不相信自己的判断。 最后告捷自己：“亲，自己对自己负责，一定要有信心。 ”

———山姐 河北石家庄 新手一枚，在股市中摸爬滚打，备尝喜怒哀乐。

故事5

“我还是喜欢牛皮市，没有基本面配合的牛市心里发虚，相信2015年是个震荡行情，机会重回中小盘股！ ”

2014年总体来说，是幸运的一年，截至12月5日，整体收益116%。 回顾2014年的投资历程，总结下来就四个字：主题投资。 2014年最热门的几个主题，如丝绸之路、国企改革、核电、券商，我都有染指。

今年投资最开心的是追踪国企改革主题投资时则抓住了国投中鲁，享受到八个涨停板酣畅淋漓的上涨。 最悲剧的是在获得了25%的收益便过早出逃证券B分级基金，后面金融板块竟然疯狂如此，让我无语，眼睁睁看着今年可以实现200%收益的机会擦肩而过。

整体市值在11月底到12月5日，竟然只增长10%不到，严重跑输了大盘，或许也只能归究于我对风险的刻意回避和过去带来丰厚收益的主题投资习惯吧，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台州知府 1975年生，浙江人，14年股龄。

故事6

“2014年是我的本命年，年尾再看，运气似乎也没想象中那么糟糕。 截至12月25日收盘，收益率是50%，数字不是太吉祥，勉强跟上了上证指数的步伐。 ”

跟杠杆投资，和满仓金融股的投资者比，这样的业绩确实不算什么，但比起市场平均，我相信应该还算可以。 我今年的策略是价值投资，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重仓股再加重仓位。

经历过几年熊市，又经历了2013年的反弹。 作为熊市思维比较重的投资者，当时年尾定的目标就很保守，认为取得年收益率20%就不错了。 于是账面盈利差不多，我就抛弃了七匹狼、软控股份、柳工等股票，刚跑市场就开始猛烈上涨，大大震惊了我。

这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如果选择以价值理念为先的股票，当估值基本到位后，你就很难再有继续持有的勇气和耐心，也就很难享受牛市带来的非理性收益，当然，这种选股理念带来的确定性收益却很高，我称这种做法为估值波段法。 而如果面对一个长线的成长股，估值到位后，很大程度上，你还是会想继续持有，因为你坚信企业的未来一定要远远好于现在，所以现在表面上的“合理估值”实质上还可能是低估，但选择这类股，确定性确实不是很高，也很有可能来回坐电梯，只有真正独具眼光和有耐心的投资者才能捕抓到，才能享受大牛市的盛宴。

———夏忘书 90后，高三开始炒股，已有6年股龄。

故事7

“因重仓的白云山全年大幅跑输指数，目前实现盈利60%，儿子的希望之星账户第一年盈利75%，相比指数，我对这个回报还是满意的！ ”

2014年重点参与军工中航重机、电动汽车杉杉股份、国企改革宏源证券、光大证券、一汽夏利、古越龙山、五粮液、北大荒，医药白云山、吉林敖东、上海医药等个股的操作，其中部分已经获利了结，还持有进入2015年潜伏期的农业板块北大荒、盐湖股份、农发种业，有色金属板块的中金黄金、包钢稀土、江西铜业等个股！ 因重仓的白云山全年大幅跑输指数，目前实现盈利60%，儿子的希望之星账户第一年盈利75%，相比指数，这个回报是满意的！

先安全再发展，这不仅是我理解投资，更是我投资根基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选择标的的出发点。 投资的一切都必须从这个安全性出发，对企业安全性的分析必须放到首位，努力在企业的壁垒，独门基因中寻找安全空间。 总结起来就是选三好公司，好生意（生意模式）、好价格（财物安全）、好时间（企业发展时期）。 在安全的基础上，发展要看企业的市场空间是不是够大，管理层是否敬业等两大关键因素，五大要素构成企业强大的内生动力，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去证明！

股市的波动如同大海的潮汐一样，潮起潮落，几年投资发现，能赚钱的投资大多并不是自己的弄潮水平有多高，很多时候反而是一个浪花摔下来，赚钱大多发生在岸边等待观潮中，不知不觉悄然而至。 也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吧。

对于2015年，我有几个猜想：第一大猜想是黄金未为贵。 黄金经过两年多的下跌后，基本上回到成本线附近，回归消费属性。 多极化的全球，天生的避险属性，二者相溶，会让黄金稳中有升吗？ 第二大猜想是耕地更值钱。 城镇化的大发展造就的是可耕土地大幅减少，年轻人没有几个人愿意种地，问题来了，农业板块会是未来可以挖掘的金矿吗。 第三大猜想是健康更重要。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对医疗保健的需要将是未来最确定性的机会，2014年大幅跑输指数的医药股能跟上步伐吗？ 第四大猜想是传统当反击。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在过去的一年出尽了风头，作为传统零售商的百货，银行类企业被打的满地找牙，银行先起一步，再看看美股沃尔玛连创新高，好像并没有因为阿里巴巴的上市而没落，未来传统经济模式能反击吗？

——— 取经四人行 1982年生，河南人，7年股龄，信仰价值投资。

期货故事1：

“今年最大的遗憾就是年初就坚定看多股指期货，但操作上却屡屡出错，一年下来，50万元本金亏到只剩2万元。 ”

在年初的时候，沪综指在2300点附近，我就认为市场还有上涨空间，就算下跌，顶多跌到2000点，下跌幅度不会太大了。 于是，3月份我携50万进入股指期货，一开始挣了点，但市场总是跌宕起伏的，即便是牛市也是一波三折的，后来市场就开始跌，我亏损平仓出来，等到市场涨起来又重仓进，来来回回好几次，保证金慢慢亏没了。 到7月之前，股市运行很慢，到后来觉得是不是涨不上去了？ 干脆不做多了，谁料行情马上疯涨起来，我一直拽着不敢妄动，到后来看行情实在太厉害不想错过，就又追了进去，不幸碰到12月9日的大震荡，在那天爆仓了，还倒欠期货公司2万元。

不过我股市上重仓珠海港，赚了200万，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老孙 南京人，贸易商，主要投资A股，股指期货今年看对做错很遗憾。

期货故事2：

“2014年投资，上半年亏损，下半年盈利，全年基本打平。 虽然没挣钱，但我成长了很多，成功运用了期指和股市盈利，不枉我跟踪研究了四年。 不过令我最高兴的是股市的牛市来了，赚钱的机会就更多了。 ”

年初在股市的各种题材股和概念股里四处突围，奋力搏杀，结果撞得头破血流，不堪回首，我痛定思痛，清仓出局，直接做了个90天国债逆回购，让资金锁定，自己休整三个月，冷静的思考和认真的复盘以及放松的休息。 期货市场里曾经布局过煤焦矿的重仓空单，但由于盘中的大幅反弹打到了止损线，砍仓出局，之后果然大跌。 后来又布局了PLP的重仓空单，也是三天的反弹又被止损出局，然后行情开始漫漫熊途。 于是停止操作，认真思考，总结教训，明年再战。 年底在股市的牛市里赶了个末班车，还好把今年的亏损挣回来了。 （内心还是要感谢一下疯牛行情）

虽然今年投资没挣钱，但是我成长了很多，收获得经验和教训非常多，这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值得欣慰的是，我成功的运用了期指和股市的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不枉我跟踪研究了四年。 不过令我最高兴的是股市的牛市来了，赚钱的机会就更大了。

最遗憾的是在看好牛市的情况下没有布局券商股。 最痛苦的是在两次布局空单的情况下，被止损出局后，果然行情出现了 ......这两件事情都是非常可惜的。 不过我还年轻，还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还有这么多经验和教训，以后的机会还很多，加油啊！

回首2014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总结了经验教训后，2015年会加倍努力，争取达标。 展望2015年，原油期货，外汇期货，期权，这三个品种的上市，会有很大的投资机会。 我会好好珍惜和把握，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 常言道：“选股就像选老婆。 ”我觉得应该升华一下，“投资就像找老伴儿，要有耐心有远见。 ”

———西西弗斯 30岁，北京人，房贷月供1万元，10年投资龄。

期货故事3：

“我从9月下旬13600元/吨一线开始介入棉花，林广茂、刘福厚等棉花大佬激辩多空，让我觉得棉花的下跌行情还未结束，于是坚定看空，权益顺利在两个月内从6万增加到了10万。 ”

我从9月下旬13600元/吨一线开始介入棉花，一来是因为之前熟悉的煤焦钢今年以来不断下跌寻底，屡次抄底而失败，我不得不减少对这些品种的操作，转向其他品种。 二来棉花走势今年趋势性明显，通过短暂的行情跟踪之后，这个品种的“脾气”让我觉得尚可驾驭。

真正介入棉花的契机是，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实施方案在九月下旬发布后棉花行情波动较大引人注意，我也在这个时候加入“战队” 。 而自从2月中旬棉花下跌以来棉花价格已经持续下跌了6000多元，在这个节点进入，我相信之后还有跌幅可兑现。 而就在之后，接连出现林广茂、刘福厚等棉花大佬的行情激辩，这样的举动让我加深了棉花行情还未结束的判断，仔细分析行情和棉花市场形势之后，我坚持了看空的做法，也认为后市下跌的空间依然存在，当前价格并不是底部。

结果，一个多月之后，棉花果然从13600下跌到12350一线，前后进进出出，我也拿到了大约800个点的收益。 作为散户，以棉花交易为主，配合着对煤焦钢品种的操作，我的权益从6万增加到了10万。 而在近期棉花震荡过程中，又有所缩水。 尤其是昨日棉花期货持仓放大，在市场上涨的过程中，对我来说加空的机会到了。 而近期多个品种交易也趋于不活跃，经过这几个月的磨合，棉花可能是我此后坚持的自选品种之一。

———犀牛 85后，河南人，和男朋友一起投资商品期货，2年期龄。

期货故事4：

“今年盈利不足1倍，我的投资理念是：‘未思胜、先思败’ ，交易为生活服务。 ”

今年盈利80%左右，主要是做短线赚的，品种有铁矿石，股指、菜粕等。 今年最开心的事就是通过微博常常和博友互动、也经常给大家提示风险，同时得到了大家得认可。 我比较乐观、今年没有太大的遗憾和痛苦。

2014年我的投资理念是：宁愿不赚，也不能亏，所以做单追求进场点和果断止损，每下一笔单先想到的是如果错了如何处理，也就是：未思胜，先思败。

2015年还将继续按照稳健的思路去做期货，不给自己设定目标，只做自己的拿手行情、因为交易是为生活服务的。

———王凯 期货炒手，40岁，20年期货投资史，1990年代曾经亏光200万身家，穷困潦倒12年后实现V型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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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三巅峰对决 棉花多空底部酣战

在期货市场上， 棉花这个品种亦是资金短兵相接的地

方。 就在今年，棉花直补政策从酝酿到出台，棉花期价一路

下挫30%。 此跌宕巨浪中，多位期货大佬及其追随者再次

掀起棉花大战。

期货公司分享A股牛市盛宴

中国证券报日前对52家期货公司进行调查的结果显

示，在近期A股牛市行情中，不少期货公司收益不错，保证

金增幅在30%以上，券商背景期货公司成绩尤其突出。 深

圳一家现货背景期货公司客户保证金一度翻倍，从50亿元

飙升至90亿元。

BDI“迷航”

大潮退去，方知谁在裸泳。 国际航运价格一浪接一浪

大幅波动，国内航运业连年亏损着实令人着急。

对于国内航运业来说， 一方面要甩掉运力过剩包袱，

另一方面，亟须加快航运衍生品市场建设，以作为“避险

港湾” 。

A06�期货·行情纵览 A07�期货·行业生态 A08�期货·大视野

2014牛市咏叹调：捕牛达人遗憾多

□本报记者 王朱莹

2014

年

A

股热闹非凡： 单日逾万亿成交额令人惊

叹，超

36

万亿的

A

股市值创历史之最；年末的蓝筹反

击，股指期货罕见百点升水，让坚守估值洼地的价值

投资者喜笑颜开，同时也狠狠改写了无数创业板铁粉

的财富故事。

临近岁末，一些投资者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讲述了

他们的

2014

投资故事。他们中有入市时间长达二十年

的老手，也有刚刚入市的菜鸟；既有股市玩票高手，也

有期市弄潮先锋。让我们来看看，

2014

年，他们是怎样

走过的……

“我去年末从房产投资上撤出，转战股票投资，差不多是

2000

点左右入市

的，目前看，趋势判断还是对的。今年最重要的感悟是‘股票只有

20%

的时间在

爆发上涨，如果这

20%

的时间你不在，

80%

的等待就等于白费了’。 ”

去年年底我卖了房买股票，沪综指那时在2000点，放到现在3000点肯定

是不敢的。 看到还有人抛出卖房买股的口号，我只能“呵呵” 了。

这一年做对的事情有不少：在低位买进一汽夏利、光大银行、罗莱家纺、五

粮液、南山铝业、中国平安、南京高科、潍柴动力……到目前为止，所有买进的

A股投资标的都是赚钱的。

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还是出了点问题：首先是该重仓的时候没有重仓。上半

年股市调整，很多股票创下新低，但是我却没有重仓买入，如南京高科。其次是

没做到知行合一。我曾经写过，A股一定要关注破净股，即便是烂公司，破净买

也能全身而退。比如今年下半年暴涨的股票，都是银行、钢铁、基建这些重资产

的周期性板块，这些股票都是破净股，现在他们只要稍微回归一下资产价值就

翻了一倍了。 我也曾经告诉自己，不能错过跌到净资产的行业龙头，但偏偏又

一次在净资产附近错过上汽集团，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严重的错误。还有我认

为A股一定要关注回购的公司，一定不能错过回购股票的公司。 我关注到了金

融街，被安邦保险举牌，但还是没有拿住，错失了在几个月内翻倍的机会。三是

对于企业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对于有些公司的理解不够深刻，导致拿不住所投

资公司的股票，一赚钱就想跑。 比如吉林敖东是赚了30%就跑了，结果现在股

价已经翻倍了，这是没有看到券商爆发趋势的结果。

这个市场的钱是赚不完的， 也是亏不完的。 我到目前也没满仓， 保留着

28%的现金比例，更别提杠杆了，目前的想法是保持目前的仓位即可。

孩子即将降生，不能把钱赚绝了，要留些财富让后代慢慢赚。 赚钱速度比

别人慢没关系，只要10年后我还在这个市场上活着就行。

———被解放的mogwai� � 1983年生，江苏人，8年股龄。

“今年在证券

B

上赚得最多，在獐子岛黑天鹅事件上亏得最大。

2014

年投

资最大的感悟是：即便能洞穿行业增长的趋势，也不可小觑黑天鹅的力量。 ”

今年是极端分裂的一年，年初腾讯微信红包大战之时，我敏感地把握住了

移动支付的风口，重仓新大陆仅一个月就已获得86%的收益，结果遭遇央行暂

停二维码支付的黑天鹅未及时止盈，造成上半年业绩险些归零，直到7月份才

陆续开始盈利。

8月、9月大笔持有沪港通标的银行股中信银行并顶格申购新股， 为打新

配市值所持有的中信银行意外收获两个涨停， 新股上市对开板后的炒作预期

太低每每抛出过早（如一心堂、 艾比森、 川仪股份等）， 反思之后持有中签

3000股的亚邦股份到50元，收益颇丰。 10月份，为打新股配置深市股票市值

（原有新大陆但因止盈陆续获利保留底仓退出） 而不小心选择了长期关注标

的獐子岛，合计买入2万股，导致了今年踏中最黑天鹅。

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入11月份，进入了本年度疯狂赚钱的时段。 感受到牛

市氛围的来临，因不知如何选择券商股，便偷懒选择了年度黑马证券B，从净

值1.67开始建仓，并将獐子岛停牌所套部分资金用融资盘换出来到最后满仓，

第一次上折前成本1.83，上折后折腾分拆卖A重新加满杠杆成本约为1.16（上

折后）再度至第二次上折前涨停2.2全部获利了结，在证券B上不算杠杆盈利

大约为166%。

进入12月，早在年初2月就已布局的券商影子股大众交通盈利已翻番，价

格从5元起步已冲破10元进入加速上行阶段。 退出证券B后，部分资金换仓介

入中信证券，因市场过度疯狂，一周收获三涨停后便暂时获利了结离场。

2014年我的投资收益为174%， 加上2013年的投资收益两年累计收益

475.4%。 最近权重股拉抬指数的行情，因关注到资金面的变化而暂时离场打

新，静待市场大跌满仓机会。

———风一样的男子 1971年生，湖南人，22年股龄。

“今年资金配置总体上出现了战略性失误：大头资金配置在收益率较低

的海外，小头资金配置在收益率较高的国内。 可耻的浪费机会，就像足球场上

‘浪射’的前锋一样。 ”

今年的资金配置战略上是错误的，我把大头资金配置在海外，转回国内

太慢。 导致大头资金配置在收益率较低的海外，小头资金配置在收益率较高

的国内。 今年收益最大一笔应该是酷派集团，利润100万港币左右。 亏损也主

要来自于海外投资，亏损最大的是京东，亏损了约100万人民币；其次是联想

集团，亏了小几十万港币；特斯拉上有过一笔1万美元多的亏损。 除了京东是

操作上的问题，总体亏损控制得较好。

今年最大的成功就是通过盈利和亏损的经验得出“重仓=基本面+趋势”

的套路， 从而避免产生类似京东这般的大亏损。 真的像苏宁的粉丝们说的那

样，我是股市里的搬运工，从苏宁赚来钱都亏给京东了。我好忏愧，我对不起苏

宁。

对于符合“基本面+趋势” 逻辑，并且是热点的股票，我持仓还不够坚定，

仓位还不够重，如在怡亚通、华泰证券上，仓位不够，出仓过早，应该是百万以

上利润的票做成几十万利润。可耻的浪费机会，就像足球场上一个浪射的前锋

一样。

本人已经于24日清仓A股，A股12月收益率28%，年度收益率224.61%；海

外账户12月收益率16.86%，年度收益率72.28%。 个人认为当前市场还是会持

续大幅度震荡。 如果让我做，我会5-7成资金不断玩波段。 但是现在是外出东

北，下个月是封闭测试，所以我就不参与了。

———梁宏 1978年生，浙江人，9年股龄。

股市：莫辜负好行情

“从

2012

年开始接触股市，投了好多股票，折腾来折腾去，指数

涨到了

3100

点，自己却一场空。 ”

2012年同事推荐了一只股票卫宁软件，我摩拳擦掌想进股市，

在其他同事劝说下未入，结果错失卫宁软件从7元多（除权后）到

90元的大牛行情。

2014年上半年买了人生中第一只股票广电运通， 由于五月份

事情太多，拿了一阵后顺手就把它出了，结果不久它就涨停并持续

大涨。 在此事上得出教训，看准的好股票一定要拿住，不可心急。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再弄股票，今年8月份不知是怎的感觉股

市要反弹就再次杀入，那段时间多是短线推荐，股票来源于他人推

荐、网上推荐和新闻联播。

慢慢地发现自己投了好多股票，折腾来折腾去，上证指数涨到

了3100点，自己却一场空。总结原因，一是盲信他人不做思考，网上

一个炒股群说盛屯矿业、重庆啤酒好，入之。 盛屯迄今仍亏损20%，

期间其停盘定增，复盘居然来了个五连跌；两只科技股易联众和巨

星科技也损失惨重；易联众居然入选牛市十大熊股第四，说多了都

是泪。 二是好股拿不住，短线思维严重。 三是追高必被套，中信证

券、西水股份皆是如此。 四是重仓不懂分散风险，设置五档吸入时

各档价差太小。 五是不相信自己的判断。 最后告诫自己：“亲，自己

对自己负责，一定要有信心。 ”

———外称山姐 80后，河北石家庄人，新手一枚。

“我还是喜欢牛皮市，没有基本面配合的牛市心里发虚，相信

2015

年是个震荡行情，机会重回中小盘股！ ”

2014年总体来说，是幸运的一年，截至12月5日，整体收益116%。

回顾2014年的投资历程，总结下来就四个字：主题投资。 2014年最热

门的几个主题，如丝绸之路、国企改革、核电、券商，我都有涉足。

今年投资最开心的是追踪国企改革主题投资时则抓住了国投中

鲁，享受到八个涨停板酣畅淋漓的上涨。最悲剧的是在获得了25%的

收益便过早出逃证券B分级基金，后面金融板块竟然疯狂如此，让我

无语，眼睁睁看着今年可以实现200%收益的机会擦肩而过。

整体市值在11月底到12月5日，竟然只增长10%不到，严重跑

输了大盘。

———台州知府 1975年生，浙江人，14年股龄。

“

2014

年是我的本命年，年尾再看，运气似乎也没想象中那么

糟糕。 截至

12

月

25

日收盘，收益率是

50%

，数字不是太吉祥，勉强跟

上了上证指数的步伐。 ”

跟杠杆投资，和满仓金融股的投资者比，这样的业绩确实不算

什么，但比起市场平均，我相信应该还算可以。 我今年的策略是价

值投资，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重仓股再加重仓位。

经历过几年熊市，又经历了2013年的反弹。作为熊市思维比较

重的投资者，当时年尾定的目标就很保守，认为取得年收益率20%

就不错了。 于是账面盈利差不多，我就抛弃了七匹狼、软控股份、柳

工等股票，刚跑市场就开始猛烈上涨，大大震惊了我。

这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如果选择以价值理念为先的股票，当

估值基本到位后，你就很难再有继续持有的勇气和耐心，而面对长

线成长股，估值到位后，很大程度上还会继续持有，因为坚信企业

的未来一定远好于现在，所以现在表面上的“合理估值” 实质上还

可能是低估，但选择这类股，确定性确实不是很高，也很有可能来

回坐电梯，只有真正独具眼光和有耐心的投资者才能捕抓到，才能

享受大牛市的盛宴。

———夏忘书 90后，高三开始炒股，已有6年股龄。

喝汤容易吃肉难

期市：东边日出西边雨

“今年最大的遗憾是年初就坚定看多股指期货， 但操作上屡屡出

错，一年下来，

50

万元本金只剩

2

万元。 ”

年初沪综指在2300点附近，我就认为市场下跌幅度不会太大了。于

是，3月份我携50万进入股指期货做多，一开始挣了点，但市场总是跌宕

起伏的，即便是牛市也是一波三折的。 后来市场就开始跌，我亏损平仓

出来，等到市场涨起来又重仓杀进，但7月之前，股市反复筑底，期指上

来回进出好几次，保证金慢慢亏没了。 深受打击后干脆离场不做了，谁

料行情马上疯涨起来，我一开始还拽着不敢妄动，到后来看期指涨得实

在太厉害不想错过，就又追了进去。结果很不幸，正好碰到12月9日大震

荡，在那天爆仓了。

不过我股市上重仓珠海港，赚了200万，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老孙 70后，南京人，贸易商。

“

2014

年投资，上半年亏损，下半年盈利，全年基本打平。 虽然没挣

钱，但我成长了很多，成功运用了期指和股市盈利，不枉我跟踪研究了

四年。 ”

年初在股市的各种题材股和概念股里四处突围，奋力搏杀，结果撞

得头破血流，不堪回首。 我痛定思痛，清仓出局，直接做了个90天国债逆

回购，让资金锁定，自己休整三个月，冷静的思考和认真的复盘以及放松

的休息。 期货市场里曾经布局过煤焦矿的重仓空单，但由于盘中的大幅

反弹打到了止损线，砍仓出局，之后果然大跌。 后来又布局了PLP的重仓

空单，也是三天的反弹又被止损出局，然后行情开始漫漫熊途。 于是停

止操作，认真思考，总结教训，明年再战。 年底在股市的牛市里赶了个末

班车，还好把今年的亏损挣回来了。（内心还是要感谢一下疯牛行情）

虽然今年投资没挣钱，但是我成长了很多，收获的经验和教训非常

多，这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值得欣慰的是，我成功的运用了期指和股市的

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不枉我跟踪研究了四年。不过令我最高兴的是股市

的牛市来了，赚钱的机会就更大了。

回首2014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总结了经验教训后，2015年会加

倍努力，争取达标。 展望2015年，原油期货，外汇期货，期权，这三个品种

的上市，会有很大的投资机会。 我会好好珍惜和把握，从中找到适合自

己的投资方法。常言道：“选股就像选老婆。” 我觉得应该升华一下，“投

资就像找老伴儿，要有耐心有远见。 ”

———西西弗斯 30岁，北京人，房贷月供1万元，10年投资龄。

“我从

9

月下旬

13600

元

/

吨一线开始介入棉花，林广茂、刘福厚等棉

花大佬激辩多空，让我觉得棉花的下跌行情还未结束，于是坚定看空，

权益顺利在两个月内从

6

万增加到了

10

万。 ”

我从9月下旬13600元/吨一线开始介入棉花期货， 介入的契机是，

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实施方案在九月下旬发布后棉花行情波动较大

引人注意，我也在这个时候加入“战队” 。 而自从2月中旬棉花下跌以来

棉花价格已经持续下跌了6000多元，在这个节点进入，我相信之后还有

跌幅可兑现。 而就在之后，接连出现林广茂、刘福厚等棉花大佬的行情

激辩，这样的举动让我加深了棉花行情还未结束的判断，仔细分析行情

和棉花市场形势之后，我坚持了看空的做法，也认为后市下跌的空间依

然存在，当前价格并不是底部。

结果，一个多月之后，棉花期货果然从13600元/吨下跌到12350元/吨

一线，前后进进出出，我也拿到了大约800个点的收益。作为散户，以棉花交

易为主，配合着对煤焦钢品种的操作，我的权益从6万增加到了10万。 而在

近期棉花震荡过程中，又有所缩水。尤其是昨日棉花期货持仓放大，在市场

上涨的过程中，对我来说加空的机会到了。 而近期多个品种交易也趋于不

活跃，经过这几个月的磨合，棉花可能是我此后坚持的自选品种之一。

———犀牛 85后，河南人，和男朋友一起投资商品期货，2年期龄。

“今年盈利不足

1

倍，我的投资理念是：‘未思胜、先思败’，交易为生

活服务。 ”

今年盈利80%左右，主要是做短线赚的，品种有铁矿石、期指、菜粕

等。今年最开心的事就是通过微博常常和博友互动，也经常给大家提示风

险，同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我比较乐观，今年没有太大的遗憾和痛苦。

2014年我的投资理念是：宁愿不赚，也不能亏，所以做单追求进场

点和果断止损，每下一笔单先想到的是如果错了如何处理，也就是：未

思胜，先思败。

2015年还将继续按照稳健的思路去做期货，不给自己设定目标，只

做自己的拿手行情，因为交易是为生活服务的。

———王凯 期货炒手，40岁，20年期货投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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