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条）股债期陷不确定“旋涡” 波动率“捞金”正当时

本报记者 王姣

新的一年开始了，投资者李明（化名）充满期待又难掩忐

忑。

“2019年的不确定性太多了，买股票怕再被套，买债券担

心踩雷，期货价格波动又太考验心脏。 ” 李明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

展望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各国政策不确定性

加剧，同时国际经贸关系复杂多变，地缘冲突不可忽视……业

内普遍认为，波动率上升和资产价格轮动将是2019年金融市场

主要特征，这从近期美股、原油市场波动加大，尤其是恐慌指数

VIX大涨近一倍已可见端倪。

然而，风险和机遇总是如影随形，一些聪明资金从市场波

动加大中嗅到更多机会，2019年或正是利用波动率避险兼赚钱

的大年。

猜跌猜涨不如做波动

刚刚过去的2018年，被视为近百年来全球金融资产表现最

差的一年，李明也无法独善其身。

“股票被套超过20%，人民币缩水5%，也就靠做多国债期

货对冲了一部分损失。 ”李明无奈地说。

但债市也非绝对安全的“避风港” ，2018年信用债违约数

量和规模均创历史新高，一不小心踩到雷，别说收益，连本金都

要搭进去。

而对李明这样的个人投资者来说，2019年也许是更艰难的

一年。机构普遍认为，2019年海内外环境更趋复杂，不确定性因

素增多，当前唯一能确定的是：这将是跌宕起伏的一年。

“2019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包括美联储加息频

率、欧央行是否启动加息、英国脱欧结果、国际经贸关系变化等

一系列事件都将加大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国投安信期货

期权业务部行政负责人洪国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市场波动加大，意味着风险，也意味着机会。 事实上，在李

明受困于风险资产大跌的同时，过去一段时间，已有不少专业

投资者正利用波动率悄悄赚钱。

“2018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波动率指数VIX累

计上涨157%，年初和年末均出现波动率从10涨到30附近的行

情，身边有朋友2018年主要就是做多美股波动率期货，赚了不

少。 ”方正中期期货金融衍生品高级研究员彭博透露。

一个利用波动率赚钱的经典案例发生在2018年“十一”长

假期间。嘉合基金衍生品投资部总监余力告诉记者，长假期间，

美股带动全球股市大跌，我国央行则决定进行一次较大力度的

定向降准，利空利多交织，不少投资者困扰于节后该如何操作。

“与其猜节后是大涨还是大跌，还不如运用期权得天独厚

的优势，用一小部分仓位去构建双买策略，即同时买入认购期

权和认沽期权，做多波动率去博取节后首日的低开或高开。 ”

余力介绍称，2018年9月28日， 他们分别以364元和397元的单

价成交了一定数量的C2700与P2600合约，10月8日分批平仓

这一对双买组合后，最终以获利告终。

避险需配波动率资产

站在当下， 以李明为代表的投资者避险情绪易升难降，机

构对2019年大类资产配置的建议也多是以防御为主。 这意味

着，未来包括波动率资产在内的避险资产仍有较大表现空间。

近期，美股、原油市场均出现波动加剧迹象。从衡量市场对

未来波动水平预期的VIX指数看， 日前一度飚涨一倍至36.2，

数次单日大涨10%甚至20%， 就体现投资者对未来的恐慌情

绪。

“美国股市暴跌是对美联储加息及美国经济走弱预期的

反应，原油暴跌则是由于世界经济放缓、需求减弱预期，这两点

都说明2019年全球经济可能将面临大幅下滑。 ” 彭博认为，

2019年美股调整仍将持续，避险资产如黄金、白银及债市料将

有较好表现，风险资产如股票、期货预计将大幅下跌，但期权衍

生品由于其对冲属性及波动率属性将会有资金加大配置。

从国内资产角度看，洪国晟认为，A股当前估值较低，根据

经济基本面来看，2019年没有明显的触底后直线上涨信号，较

大可能会出现横盘整理走势， 料在波动中夯实底部。 同时，

2019年债券市场仍将维持稳中向好行情， 但中美利差的进一

步收窄风险和企业的信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债市的配

置吸引力。

“除黄金、白银外，波动率资产可能也会在管理全球股市

和债市风险的过程中得到更多重视，VIX指数相关的避险产品

市场需求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股指期货、股指期权、国债期货、

国债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活跃度估计将有明显提升。 ”光

大期货期权分析师张毅表示。

张毅介绍称， 利用VIX指数可以管理美国股市大跌风险，

如2018年12月以来，美股持续大跌，VIX指数连续攀升，如果

投资者运用看涨VIX的金融工具，就能够适当管理美股下跌的

系统性风险。

“在应对美国股市和债市下跌风险加大过程中，要适当关

注VIX产品及期货期权等相关金融衍生品，作好主动性的风险

管理及投资配置。 ”张毅说。

洪国晟同时表示，在重要事件发生前，尽管很难预估市场

对应的涨跌，但可以进行相应部位的避险对冲，或布局波动率

资产增加收益。“目前来看，2019年海内外环境复杂，市场有很

多不确定性，但波动加大比较确定，建议投资者2019年全年大

类资产配置仍以防御为主，放更多比例在波动率资产和避险资

产上。 ”

用波动率赚钱有学问

如同所有金融资产一样，波动率资产也是一把“双刃剑” 。

一方面，配置波动率资产有助于投资者有效管理市场不确定性

风险；另一方面，市场存在波动节奏突变以及波动幅度加大的

风险，倘若风险敞口较大，无异于在钢丝上行走。

“市场波动的节奏上，会有市场转折的突发性、市场波动

幅度加大的可能性， 这从2018年四季度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变

化中就可以看到。 季初，基于对美国加大对伊朗原油出口制裁

的担忧，投资者不断推升国际原油价格，一度创出近四年来新

高，最后却突然转折，短短两个月内急跌四成，这就是市场波动

节奏突变及波动幅度加大的真实写照。 ”张毅告诉记者。

张毅并指出，波动率变化相较于股票市场平常的价格变化

而言，其节奏要缓慢一些，也有向均值回归的长期特征。 不过，

在市场出现“黑天鹅”事件时，基于恐慌性情绪影响，波动率往

往会发生巨大变化。

对于该如何配置波动率资产，业内专家纷纷给出了自己的

建议。

洪国晟认为，2019年大类资产配置上， 建议实行40%波动

率资产+40%避险资产+20%风险资产的组合， 也可以考虑交

易两个市场的波动率偏差值， 如逢高做空CBOE的VIX指数，

同时在国内市场利用50ETF期权做买入跨式等做多波动率的

操作。

洪国晟表示：“预计2019年A股和港股的表现会比美股

好，建议优先考虑投资A股和港股，或做多A股、港股的同时做

空美股以进行配对交易。 如果只投资A股的话， 建议搭配

50ETF期权来规避市场下跌风险。 ”

余力进一步指出，不论是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2011年欧

债危机，按以往历史表现看，美股熊市的市场环境中波动率指

数VIX不会像在慢牛环境中那么稳定， 单日波动率指数上涨

20%以上的天数占比也明显增多，而下跌途中的企稳或反抽阶

段，波动率往往又可能会出现一波持续下降。

“展望2019年，波动率指数很可能走出震荡走高行情。 这

对于期权交易者的实盘操作提出了一定挑战，波动率的来回震

荡意味着只靠做买方或只靠做卖方的交易者将很难稳定地获

得收益， 而需要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有买有卖调整持仓数量，及

时做好从波动率交易策略之间的轮动操作。 ”余力说。

彭博同时表示，利用期权做波动率交易是2019年重要的交

易策略， 波动率大幅涨跌给了期权投资者非常好的获利空间。

“从策略上看，买入跨式策略做多波动率和卖出跨式策略做空

波动率将是投资者需要学会的重要的投资策略。美股、原油、商

品料将出现很多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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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所：加快推进

多元开放国际一流衍生品市场建设

□本报记者 马爽

2018年12月28日，由大连商品交易所（简称“大商所” ）主办

的“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历程回顾研讨会暨《当代中国期货市

场口述史》图书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 20余位业内人士和专家参

加了此次研讨会。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国探索引入期货市场30周

年。 为全面回顾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历程，汲取经验、更好地完成新

时代期货市场的使命与任务， 大商所组织开展了期货市场历史回

顾研究工作，分别从期货市场建立、清理整顿、稳步发展、创新发展

四个阶段，选取亲历者代表和主题事件，以口述形式对我国期货市

场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梳理， 撰写了 《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

史》，真实再现了期货市场发展中的精彩历程。

大商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李正强指出，编辑出版《当代中国期

货市场口述史》，一是向改革开放40年致敬。 以口述史的形式，重

新展现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国期货行业发展历程，深刻揭示“没

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发展” 的客观事实。 二是向

期货行业前辈、先进所做出的艰苦探索致敬。 2018年是我国期货

市场多元开放、战略转型全面实现的一年，多元开放战略转型的实

现，是基于过去30年不断探索的结果，这一路走来不容易。 编撰口

述史就是要让大家了解期货市场早期的艰难探索， 我们走得再远

也不要忘了为什么出发、出发的原点和征程中的“大站” 。 三是为

了让期货市场走得更加稳健、更加长远。 通过口述史，可以让大家

铭记30年艰辛探索形成的适合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理念、制度和

方法，积累经验，发扬光大，不断作出新的探索。

“深入总结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经验， 对进一步推动我国期

货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常清、杨迈军等与会专家纷纷表示，

三十年来，我国期货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乱到治，艰难探

索，逐步规范，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成为40年改革开

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期货市场品种和制度创新有

序推进，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市场运行规范稳定，服务质量和能力

有效提升。 在发挥价格发现、套期保值基本功能的同时，在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能力、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

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 助力脱贫攻坚战略以及双向开放等方面均

发挥了积极作用。 期货市场这30年来的发展经验，主要包括：一是

我国期货市场是在政府主导下产生的，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对我国期货市场发展至关重要；二是期

货市场的发展要与国家重大战略相结合， 要在发挥功能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的过程中谋发展； 三是法律法规制度规范是期货市场稳

步发展的基础，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掌握好“严”与“宽” 的关系，

把握稳定与创新的平衡， 是下一步期货市场发展需要处理好的重

大命题；四是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理念宗旨，深入把握期货市场服

务实体经济特点，不断提升期货市场的功能与作用；五是要推进期

现结合、场内场外均衡发展，平衡好“场内” 与“场外” 的关系，进

一步疏通扩大场内市场功能作用传导的途径， 是期货市场发展的

重要导向；六是期货市场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为我

国实体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 走向国际化而服务； 七是坚持法治

化、市场化的道路，呼吁“期货法”尽快出台；八是要加快期货市场

对外开放步伐，建立国际性定价中心，形成“中国价格”“中国规

则”“中国声音” 。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大商所总经理王凤海在总结时

强调，期货市场的发展本身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缩影，口

述史记录了中国期货市场从无到有的历史，艰难坎坷一路走过来，

最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30年发展，中国期货市场在服务实体

经济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大商所在其中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保险+期货” 连续三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国内第一个推出商

品期权，率先实现现有品种的国际化，推出互换场外业务，所有这

些举措，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要让期货市场真正有效发挥作用。 他表

示，大商所愿与各方一起，在证监会的领导下，坚持巩固、充实、提

升的工作方针，加快推进多元开放国际一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

2018年期市成交额同比增12%

□本报记者 张利静

中国期货业协会（简称“中期协” ）最新发布的统计资料表

明， 以单边计算，2018年1-12月， 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3028865311手， 累计成交额为2108183.94亿元， 同比分别下降

1.54%和增长12.2%。

其中，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量为1175388670手，累计成

交额为815417.14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3.84%和9.33%，分别占全

国市场的38.81%和38.68%。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累计成交量为26509423手，累计成交

额为127383.47亿元，分别占全国市场的0.88%和6.04%。

郑州商品交易所累计成交量为817829796手， 累计成交额为

382203.7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9.55%和78.88%，分别占全国市场

的27%和18.13%。

大连商品交易所累计成交量为981927369手， 累计成交额为

521956.61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0.84%和增长0.36%，分别占全国

市场的32.42%和24.76%。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量为27210053手，累计成交额

为261222.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63%和6.22%，分别占全国市

场的0.9%和12.39%。

美加息预期减弱 大宗商品暂避“拦路虎”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强美元周期成为2018年压制大宗商

品上行的“拦路虎”之一。 不过，随着美联

储加息预期减弱，市场认为，大宗商品上方

阻力减小， 但受全球经济及美股等宏观扰

动因素影响，短期也难以走出趋势行情。

美加息预期减弱

元旦假期前的一个交易周， 在美联储

2019年加息预期减弱氛围下，贵金属走势

强劲。 黄金价格自市场出现美联储加息预

期减弱的声音开始就不断走强， 而后在美

联储2018年12月议息会议之后表现更加

强势。

2018年12月议息会议后公布的利率点

阵图显示，2019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

中位值为2.875%， 按照0.25%的加息幅度，

2019年或暗示只会加息两次， 而此前2018

年9月点阵则预计2019年将加息三次。

鲁证期货研究员李振东表示， 美联储

主席鲍威尔在2018年10月初声称的利率

距中性可能还很远，而随后11月又改口则

称政策没有预设路径，利率“略低于” 中性

区间。 在12月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

上，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已经抵达中性利率

区间预期的低端， 可以看到美联储对于加

息的表态已经变得鸽派。

此外，美联储对于2019年通胀的预期

也略有下降，2019年核心PCE预期由此前

2.1%变为2%。 “通胀趋势是平稳的，这也

是美联储愿意放缓加息步伐但要继续推进

缩表进程的重要原因。 ” 李振东分析，考虑

到2019年原油产能过剩以及市场需求下

降情况可能继续存在，油价或将继续疲软，

这同样为美联储在2019年放慢加息步伐

创造了条件。

大宗商品短期上下两难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美联储在2019年

可能会停止加息，由此，强美元周期对大宗

商品造成的压制力量或就此减弱。

众所周知， 美元指数与大宗商品价格

之前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跷跷板”效应，且

在其背后，美国经济是主要推手，当这一因

素影响力逐渐增强时， 很可能扭转美元与

大宗商品的反向关系。首先，作为大宗商品

贸易标价货币， 在商品供求关系不变情况

下，美元走弱，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

必然上涨。 其次，美元指数变化，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美元资产吸引力的变化， 资金

会从中调整大宗商品和美元资产的配置，

美元走强时，大宗商品市场资金倾向流出，

导致其价格回落；反之亦然。

据分析，在二者反向变动中，多数情况

下美元占主动地位， 但也不能否认后者的

反作用。 当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出现下跌走

势的时候，通常会减轻通胀压力，有利于美

国经济恢复，利多美元；而大宗商品价格上

行则增强通胀压力，令美元承压。

在12月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分别下调

了2018年、2019两年的GDP增长预期和通

胀预期，2018年GDP增速从3.1%降至3%，

2019年从2.5%降至2.3%；2018年通胀预

期从2.1%降至1.9% ，2019年从 2%降至

1.9%。

市场人士认为，2019年， 美联储加息

预期减弱， 且在全球经济降速风险增大且

美股持续调整下， 预计大宗商品短期难以

走出趋势行情，一季度，在避险情绪升温、

春节需求旺季影响下， 预计贵金属走势将

偏强。

股债期陷不确定“漩涡” 掘金“波动率”正当时

□本报记者 王姣

新的一年开始了，投资者李明（化名）充满

期待又难掩忐忑。

“2019年不确定性太多，买股票怕再被套，

买债券担心踩雷，期货价格波动又考验心脏。 ”

李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展望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

国际经贸关系复杂多变， 地缘冲突不可忽视

……业内人士认为， 波动率上升和资产价格轮

动将是2019年金融市场主要特征， 这从近期美

股、原油市场波动加大，尤其是恐慌指数VIX大

涨近一倍可见端倪。

然而，风险和机遇总是如影随形，一些聪明

资金从市场波动加大中嗅到更多机会，2019年

或是利用波动率避险并赚钱的大年。

视觉中国图片

猜跌猜涨不如做波动

刚刚过去的2018年， 被视为近百年

来全球金融资产表现最差的一年，李明也

无法独善其身。

“股票被套超过20%，靠做多国债期

货对冲了一部分损失。 ” 李明说。

但债市也非绝对安全的 “避风港” ，

2018年信用债违约数量和规模均创历史

新高，一不小心踩到雷，别说收益，连本金

都要搭进去。

而对李明这样的个人投资者来说，

2019年也许是更操心的一年。 机构普遍

认为，2019年海内外环境更趋复杂，不确

定性因素增多， 当前唯一能确定的是：这

将是跌宕起伏的一年。

“2019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

剧，包括美联储加息频率、欧央行是否

启动加息、英国脱欧结果、国际经贸关

系变化等一系列事件都将加大全球经

济不稳定的风险。 ” 国投安信期货期权

业务部行政负责人洪国晟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市场波动加大，意味着风险，也意味

着机会。 事实上，在李明受困于风险资产

大跌的同时，过去一段时间，已有不少专

业投资者正利用波动率悄悄赚钱。

“2018 年 芝 加 哥 期 权 交 易 所

（CBOE） 波动率指数VIX累计上涨

157%，年初和年末均出现波动率从10涨

到30附近的行情， 身边有朋友2018年主

要就是做多美股波动率期货， 赚了不

少。 ”方正中期期货金融衍生品高级研究

员彭博透露。

一个利用波动率赚钱的经典案例发

生在2018年“十一” 长假期间。 嘉合基金

衍生品投资部总监余力告诉记者，长假期

间，美股带动全球股市大跌，我国央行则

决定进行一次较大力度的定向降准，利空

利多交织，不少投资者困扰于节后该如何

操作。

“与其猜节后是大涨还是大跌，还不

如运用期权得天独厚的优势，用一小部分

仓位去构建双买策略，即同时买入认购期

权和认沽期权，做多波动率去博取节后首

日的低开或高开。”余力介绍，2018年9月

28日， 他们分别以364元和397元的单价

成交了一定数量的C2700与P2600合约，

10月8日分批平仓这一对双买组合后，最

终以获利告终。

配置波动率资产

站在当下，以李明为代表的投资者避

险情绪易升难降， 机构对2019年大类资

产配置的建议也多是以防御为主。这意味

着，未来包括波动率资产在内的避险资产

仍有较大表现空间。

近期，美股、原油市场均出现波动加

剧迹象。从衡量市场对未来波动水平预期

的VIX指数看， 日前一度飚涨一倍至

36.2，数次单日大涨10%甚至20%，就体

现投资者对未来的恐慌情绪。

“美国股市暴跌是对美联储加息及

美国经济走弱预期的反应，原油暴跌则是

由于世界经济放缓、需求减弱预期，这两

点都说明2019年全球经济可能面临下

滑。”彭博认为，2019年美股调整将持续，

避险资产如黄金、白银及债市料将有较好

表现，风险资产如股票、期货预计将大幅

下跌，但期权衍生品由于其对冲属性及波

动率属性将会有资金加大配置。

从国内资产角度看， 洪国晟认为，A

股当前估值较低，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

2019年没有明显的触底后直线上涨信

号，较大可能会出现横盘整理走势，料在

波动中夯实底部。 同时，2019年债券市场

仍将维持稳中向好行情，但中美利差的进

一步收窄风险和企业的信用风险，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债市的配置吸引力。

“除黄金、白银外，波动率资产可能

也会在管理全球股市和债市风险的过

程中得到更多重视，VIX指数相关的避

险产品市场需求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股

指期货、股指期权、国债期货、国债期权

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活跃度估计将有

明显提升。 ” 光大期货期权分析师张毅

表示。

张毅介绍，利用VIX指数可以管理美

国股市大跌风险，如2018年12月以来，美

股持续大跌，VIX指数连续攀升， 如果投

资者运用看涨VIX的金融工具，就能够适

当管理美股下跌的系统性风险。

“在应对美国股市和债市下跌风险

加大过程中，要适当关注VIX产品及期货

期权等相关金融衍生品，做好主动性的风

险管理及投资配置。 ”张毅说。

洪国晟同时表示， 在重要事件发生

前，尽管很难预估市场对应的涨跌，但可

以进行相应部位的避险对冲，或布局波动

率资产增加收益。 “目前来看，2019年海

内外环境复杂， 市场有很多不确定性，但

波动加大比较确定， 建议投资者2019年

全年大类资产配置仍以防御为主，放更多

比例在波动率资产和避险资产上。 ”

用波动率赚钱有学问

如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波动率资产

也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配置波动率

资产有助于投资者有效管理市场不确定

性风险；另一方面，市场存在波动节奏突

变以及波动幅度加大的风险，倘若风险敞

口较大，无异于在钢丝上行走。

“市场波动的节奏上， 会有市场转

折的突发性、 市场波动幅度加大的可能

性， 这从2018年四季度国际原油市场价

格变化中就可以看到。季初，基于对美国

加大对伊朗原油出口制裁的担忧， 投资

者不断推升国际原油价格， 一度创出近

四年来新高，后来却突然转折，短短两个

月内急跌四成， 这就是市场波动节奏突

变及波动幅度加大的真实写照。 ” 张毅

告诉记者。

张毅指出， 波动率变化相较于股票

市场平常的价格变化而言， 其节奏要缓

慢一些，也有向均值回归的长期特征。 不

过，在市场出现“黑天鹅” 事件时，基于

恐慌性情绪影响， 波动率往往会发生巨

大变化。

对于该如何配置波动率资产，业内专

家纷纷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洪国晟认为，2019年大类资产配置

上，建议实行40%波动率资产+40%避险

资产+20%风险资产的组合，也可以考虑

交易两个市场的波动率偏差值，如逢高做

空CBOE的VIX指数，同时在国内市场利

用50ETF期权做买入跨式等做多波动率

的操作。

洪国晟表示：“预计2019年A股和港

股的表现会比美股好，建议优先考虑投资

A股和港股，或做多A股、港股的同时做

空美股以进行配对交易。如果只投资A股

的话， 建议搭配50ETF期权来规避市场

下跌风险。 ”

余力进一步指出， 不论是2008年金

融危机，还是2011年欧债危机，按以往历

史表现看，美股熊市的市场环境中波动率

指数VIX不会像在慢牛环境中那么稳定，

单日波动率指数上涨20%以上的天数占

比也明显增多，而下跌途中的企稳或反抽

阶段，波动率往往又可能会出现一波持续

下降。

“展望2019年，波动率指数很可能走

出震荡走高行情。这对于期权交易者的实

盘操作提出了一定挑战，波动率的来回震

荡意味着只靠做买方或只靠做卖方的交

易者将很难稳定地获得收益，而需要根据

市场行情变化有买有卖调整持仓数量，及

时做好波动率交易策略之间的轮动操

作。 ”余力说。

彭博同时表示，利用期权做波动率交

易是2019年重要的交易策略， 波动率大

幅涨跌给了期权投资者非常好的获利空

间。 “从策略上看，买入跨式策略做多波

动率和卖出跨式策略做空波动率将是投

资者需要学会的重要的投资策略。 美股、

原油、商品料将出现很多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