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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底”学问多

□兰波

“基金产品净值，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真

不知怎么操作才好？ ”窦叔面对琳琅满目的基

金，感到“抄底”不如想像得那么容易。

“这压根就不是‘底’！ ”饶嫂回应道。

“净值便宜不是‘底’？ ”窦叔有点懵。

“基金‘抄底’不能匆忙应对。 ”饶嫂说，

“资金不闲置，不支持长期投资，资金‘底’就

不确定，用起来的压力和包袱就很大。 选择

基金不同，‘底’的理解和概念也不同。 货币

市场基金‘底’部特征不是时间，不是收益，

是资金流动性。 保本型基金‘底’部特征体现

在购买环节上， 认购时的净值才是保本的

‘底’部。 债券型基金

80%

以上基金资产投资

于债券，追根溯源‘底’是指货币政策调整

底。 股票型基金产品

60%

以上的基金资产投

资于股票，决定证券市场‘底’部区域的是国

家经济发展周期。 投资者应从经济周期、行

业生命周期、产业政策周期来综合考虑股票

型基金‘底’。

ETF

、

LOF

及分级基金的‘底’

部，受资金供求关系影响，要借助技术分析

判定。

QDII

基金还应考虑境外证券市场波

动，把握汇率波动底。 ”

“没有其他因素了吗？ ”窦叔问。

“投研实力雄厚，内控机制完善，投资能

力超群的基金管理人，震荡下跌行情下，仍可

创造出超越证券市场的投资收益， 是基金管

理人管理和运作能力带给投资者的‘底’部机

会。 ”饶嫂毫不掩饰。

“保险吗？ ”窦叔问。

“投资者选择一只基金，建立‘底’部策

略还不够夯实，做好基金‘底’部投资，还应

通过贯彻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

理财思想，严格遵守（

100-

年龄）投资方法，

对股票型基金投资比例进行控制。寻找属于

自己的激进型、 稳健型及保守型基金组合，

也是一种‘抄底’策略。 盲目跟踪证券市场，

认定证券市场一下跌就参与基金 ‘抄底’是

不成立的。 追求便宜基金‘抄底’更不可取。

投资基金主要投资未来，基金历史业绩只能

作为一种参考。基金分红是将投资者持有基

金资产从左手转右手的过程，不影响投资者

总资产。”饶嫂苦口婆心地讲，“投资基金，关

键是投资心态‘底’，投资观念和思路‘底’。

不能外部热火朝天建‘底’部环境，内心‘底’

却在拆除和解散。只要投资者选择了适合自

己需求的基金产品， 把握和尊重自己个性，

有相应的抗风险能力，自然会在持基上增强

自信，形成信心‘底’。 投资者完成‘抄底’计

划，需加强基金‘抄底’的跟踪和管理，调整

和优化持基结构，坚持长期投资、分散投资、

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 面对证券市场下跌

时，投资者不能对基金产品‘抄底’简单下定

义。 ‘抄底’过程中，要加强基金‘底’部特征

判断，‘底’ 部过程管理，‘底’ 部意识提升，

‘底’部方法运用，讲究‘抄底’逻辑，加强

‘抄底’分类衡量，抓住‘抄底’的本质，构成

系统化的‘抄底’模式，才能够在基金产品投

资上一帆风顺。 ”饶嫂把握“抄底”文化。

“有更省心的‘抄底’办法吗？ ”窦叔问。

“定期定额投资法， 就是一种有效避免

‘抄底’受困的方法。 投资者通过固定渠道、

固定时间、固定产品、固定金额进行投资，

熨平证券市场波动风险， 降低投资者投资

基金‘抄底’的压力和包袱。 ”饶嫂满怀信心

地说。

坏消息也能酿就好机会

□陆向东

普通基民没有谁会喜欢坏

消息，因为在其记忆中，似乎无

穷无尽的下跌调整以及套牢、亏

损都源自于坏消息的出现。 但实

际上，在巴菲特、罗杰斯这些大

师眼里，由利空导致的大幅下跌

从来就是以低成本获取优质投

资品种，进而赢得高额收益的好

机会。

1963

年美国捷运公司下属

的一个库房受到客户控告，是名

副其实的利空，但巴菲特将自己

四分之一的资产以每股

35

美元

购买了该公司股票。 至

1965

年，

股价升至

73.5

美元。 上世纪七十

年代，美国汽车业不景气，几家

大公司都处在赔钱状态，罗杰斯

却大举买进这些公司股票，并很

快获得了丰厚回报。 为什么导致

普通投资者套牢、 割肉的利空，

会成为投资大师获取高额收益

的好机会？

首先在于他们清醒认识到，

正是由于人们对利空极度恐惧，

不计成本地抛售打压， 才使得那

些优质投资品种出现了价格远远

低于价值的现象。 如美国捷运公

司下属库房由于受到客户控告，

才使得其股价由事发前的

60

元跌

至

35

美元。 但巴菲特经调查后认

定， 该公司拥有世界最知名的商

标， 其整体业务并没有因突发事

件而走下坡路。 罗杰斯则研究了

导致美国汽车业不景气的根源是

该行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受到

政府的许多限制， 而这种限制将

得到放宽。

其次，大师们非常明白“否

极泰来”的道理。 罗杰斯就是这

样看待当时美国汽车业的：既然

是政策导致汽车业整体不景气，

而政府不能听任所有汽车厂家

关门，那么必然会改变政策。 最

关键的是，他们深知不同市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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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察觉到

转机将要出现时，则果断付诸行

动： 捷运公司受到控告之初，股

价由

60

元跌至

49.5

元， 巴菲特通

过银行、旅行社等渠道进行广泛

深入的调查，等到

1964

年，捷运

公司受相关利空影响，其他股东

疯狂抛出，股价进一步跌至

35

元

时，才果断出手。

因而，面对现阶段市场走势，

你必须保持理性， 冷静观察利空

对市场趋势及强弱的影响， 并做

出相应决策： 当市场经历长时间

调整后遭遇利空却难以进一步下

跌，甚至低开高走，则是下跌动能

耗尽的信号，应果断买入股基。

《夫妻养“基” 》109期《择基有

方》

作者 丁圆

面对琳琅满目的基金，我都挑花眼了。

择基要建立在对自己风险

收益偏好及收支状况的清醒认

识上。

赚钱才是硬道理， 择基核

心便是“观业绩”。

还有一大秘诀就

是注重对基金管理人

综合实力的考量。

择基我有数啦！

择基要明确自己属于

何种类型的投资者，关注基

金的长期赚钱能力，实力团

队掌舵的基金战胜市场的

几率更大。

巧选大宗商品

QDII

□本报实习记者 曹乘瑜

大宗商品是一类较为特殊的

投资主题，具有高收益特征以及较

好的抗通胀特性，且其全球定价的

特点，决定了其与国内股票市场的

相关性较低，因此，将部分资产配

置于大宗商品，可以起到分散投资

风险的作用，是进行资产配置时不

应忽视的选择。大宗商品主要分为

三个类别，即以石油、天然气为主

的能源商品，以小麦、大豆、玉米等

为主的农副产品，以及基础原材料

如黄金、白银等贵金属。

门槛较低、 对专业知识要求

不高的大宗商品

QDII

基金，是普

通投资者的好帮手。 面对国内目

前

15

只大宗商品

QDII

基金， 好买

分析师余思佳认为，黄金

QDII

和

金价相关性高， 投资者可考虑投

资范围广泛， 运作时间较长的黄

金基金； 如果投资者对油气资产

不太了解， 那么可以选择主动管

理型的油气能源基金； 商品主题

类

QDII

基金的投资范围广泛，要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黄金QDII和金价相关性高

目前市场上共有四只黄金类

的

QDII

基金， 分别是诺安全球黄

金、易方达黄金主题、嘉实黄金和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其中，诺安

全球黄金以不低于

80%

的仓位持有

黄金

ETF

。与金价有很高的相关性，

基本上可以达到跟踪金价的目的。

易方达黄金和嘉实黄金的投

资范围中则既有黄金

ETF

， 也有

黄金股票基金。 由于黄金上市公

司的股票价格还与基本面有关，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 这两只基金

投资标的风险会相对小一些。 不

过，余思佳指出，这两只基金实际

上投资的黄金类股票较少， 仓位

在

0%-1%

。因此，这两只基金和诺

安全球黄金有很大的共性， 投资

比例也没有较大的差距， 投资者

在选择黄金类的

QDII

基金时要

注意避免重复投资。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的投资

标的除黄金

ETF

外， 还有白银等

其他各类贵金属

ETF

， 投资范围

较广。

“基于以上分析，投资者可考

虑投资范围更为广泛的汇添富黄

金及贵金属基金， 以及运作时间

较长的诺安全球黄金基金。 ”余思

佳说。

油气类QDII应“各取所需”

目前油气类的

QDII

基金共有

三只，其中有两只是指数型基金，

分别是华安标普全球石油和华宝

兴业标普油气。

余思佳指出， 这三只基金虽

然都是以油气为主题， 但从风险

和收益的角度看略有不同。 华宝

兴业标普油气和华安标普全球石

油基金实行的是被动投资， 投资

标的为跟踪的指数成分股， 是股

票型基金。 诺安油气能源是一只

主动管理型的

FOF

基金， 以标普

能源行业指数为比较基准， 主要

的投资范围包括相关

ETF

及指数

基金、 主动管理型基金、 商品

ETF

，范围更广。

在具体选择时，投资者可以按

照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特点进

行选择。如果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

力较强，可以选择华宝兴业标普石

油天然气上游指数基金，如果风险

承受能力较小，可以选择华安标普

全球石油指数基金或是诺安油气

能源基金。如果投资者对油价比较

了解，择时能力较强，则可以选择

指数基金进行操作，如果投资者对

油气资产不太了解，那么主动管理

型的诺安油气能源基金是一个比

较好的选择。

商品主题类QDII选择多

商品主题类

QDII

基金的投资

范围包括贵金属、农产品、油气能

源等在内的各类大宗商品。目前，

该类

QDII

基金共有

7

只， 分别是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银华抗通胀、

博时抗通胀、信诚全球商品、上投

全球天然资源、 国泰大宗商品和

交银全球自然资源。

银华抗通胀和博时抗通胀以

抗通胀为投资主题的， 它们都是

FOF

型基金，均将不低于

80%

的资

产投资于抗通胀相关主题的基

金。 信诚全球商品同样也是一只

FOF

型产品， 其比较基准和银华

抗通胀一致， 均为标普高盛商品

总指数收益率。 招商全球资源是

大宗商品

QDII

基金中较少的，也

是最早的一只主动管理型的股票

型基金。

上投全球天然资源、 国泰大

宗商品和交银全球自然资源成立

时间较短，目前均处于建仓期。这

三只基金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投

资范围广，风险相对分散。

CFP图片

《夫妻养“基”》109期《择基有方》

1、妻：面对琳琅满目的基金，我都挑花眼了。

2、夫：择基要建立在对自己风险收益偏好及收支状况的清醒认识上。

3、夫：赚钱才是硬道理，择基核心便是“观业绩”。

4、夫：还有一大秘诀就是注重对基金管理人综合实力的考量。

妻：择基我有数啦！

基金博士：择基要明确自己属于何种类型的投资者，关注基金的长期赚钱能力，

实力团队掌舵的基金战胜市场的几率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