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投资总结和 2019 年投资展望

一、2018 年资本市场回顾

2018年“逢 8魔咒”再现，风险资产泥沙俱下，表现最好的是利率

债。A股在年初快速拉升后开启熊市模式，持续单边下行，全年没有像

样的反弹；港股也从 6月开启下跌模式；美股坚挺了大半年，从 10月

份开启暴跌，进入熊市区域。债券走出单边牛市，债券基金登上公募基

金冠军，分级 A表现也不错，低评级信用债利率仍高。原油价格暴涨暴

跌，黄金价格随着美元指数先跌后涨，金属铜、大豆下跌，黑色系高位

宽幅震荡。美元单边走强，人民币单边贬值。跌幅最大的是去年的明星

资产比特币，下跌 75%。房地产有价无市。

表 1 主要大类资产 2018 年度收益率情况

主要大类资产 年收益率 点评

上证综指 -24.59% 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社会融资成本攀升；

能涨的前两年都涨了。

单边熊市，空仓是最正确的做法。

——上证 50 -19.83% 经历了去年的上涨之后年初快速拉升，走出典型的

鬼敲门走势，之后快速下跌，年中横盘数月后于年

底补跌。

——中证 500 -33.32% 2 月和 10 月有两波主题投资行情，分别对应“独角

兽”和“民企纾困”。除了基本面的因素外，股权

质押也加速了今年的下跌，到了年底商誉也成为新

的风险。

——创业板指 -29.29% 同上。即便是到年底，创业板仍有 30 倍估值。

(板块前三)
——休闲服务

-10.61%

——银行 -14.67%
——食品饮料 -21.95%
（板块后三） -42.37%



——电子

——有色金属 -41.04%
——传媒 -39.58%
恒生指数 -14.76% 港股受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与 A 股同步。

小米、美团等独角兽成功在香港上市。

标普 500 -7.03% 美国经济今年独树一帜，经济增长率、就业、通胀

都很靓丽，美联储四次加息，年初下跌后重新回到

上涨趋势，但年底随着对未来经济的担忧，美债中

短期利率倒挂，美股暴跌并破趋势。

纳斯达克 -4.62% 同上。

国债期货(10 年) 4.89% 经济下行，货币宽松带来今年的牛市；但以“浙江

盾安”为代表的民企债券违约加剧今年民企、低评

级企业的流动性担忧，信用利差走阔，高信用债抢

着买，低评级债券没人买。

南华商品指数 -5.83%
——COMEX黄金 -1.98% 黄金上半年受美元影响持续下跌，下半年则表现出

避险的一面。

——NYMEX 原油 -25.32% 原油价格暴涨暴跌，供给是主要原因，下半年在川

普的喊话下价格跌至页岩油的开采成本。美国已经

成为原油生产第一大国，超过沙特。

——LME 铜 -17.52% 铜是全球经济的表征，今年的下跌也印证了全球经

济的不景气。

——CBOT大豆 -6.89% 大豆是贸易战的参考指标，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

5～6 月也是大豆跌幅最大的阶段。

——南华螺纹钢

指数

9.31% 今年是钢铁行业的大年，“钢铁一年赚了改革开放

40 年的钱”，供给侧改革任务完成，钢材价格宽幅

震荡，价格见顶。

美元指数 4.46% 受美国经济强劲影响，美元持续走强。以土耳其里

拉、阿根廷比索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货币暴跌。

人民币兑美元 -5.65% 人民币在发展中国家中表现最坚挺，人民币现在盯

一篮子货币，今年的人民币与美元走强有很大的关

系。

比特币 -71.9% 泡沫退去。比特币使用仍在普及，比如美国俄亥俄

州允许使用比特币交易。

国内住宅房地产 9.97% 调控持续，成交量低迷，价格温和上涨。地产商加

快资金回笼保证资金链，胡景晖揭露长期租赁市场

黑幕。年底部分地区开始松绑，但仍坚持“房住不

炒”。

回顾 2018年，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民企融资难，成为 2018年

的关键词。M1下穿 M2，汽车消费、基建投资大幅下滑，“消费降级”



流行，成为经济下行的标志；中美贸易战从 3月美国 301调查开始，中

美互相博弈持续至年底，中兴、华为等代表高端制造业的企业遭遇全球

围堵，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中美贸易战将成为常态；央妈四次降准，

但受制于资管新规，货币传导机制不畅，民企融资异常困难，违约频发，

倒逼政府救民企；社保改由税务机关征收，企业社保、税收成本加大，

普遍经营压力大，减税降费呼声很大，个人所得税优惠改革落地，但民

间更期待增值税大税种的改革。

表 2 2018 年每月大事盘点

1月 股市 11连阳；第一次定向降准；刘总理提出用三年时间去杠杆。

2月 美股带动全球股市下跌。

3月 “独角兽”带动创业板反弹（富士康 IPO一个月过会），史上最长两会召开，

修改宪法；301调查结果公布，中美贸易战开打。

4月 中兴通讯被美国制裁；第二次定向降准；贸易战分析其影响程度是次要，首

先他就是个利空，不要找理由来搪塞；资管新规落地。

5月 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刚联合声明，不打贸易战，川普又变卦了，表示不满意

谈判结果。崔永元开撕范冰冰。

6月 中美贸易战继续，互出 500亿美元清单。第三次降准。股票质押屡屡爆仓。

5G标准落地。美朝新加坡会谈。

7月 央行二季度货币报告描述调整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美国加征 2000
亿美元商品关税。长生生物疫苗事件。资管新规细则落地。小米上市。

8月 中国回击 600亿；央妈出手，提高远期汇率准备金，稳定汇率。政治局会议

再次强调去杠杆。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促进民企发展。强东美国性侵丑闻，京东

股价暴跌。胡景晖炮轰链家推高房租。

9月 原油价格攀升，通胀抬头；中国发布应对中美贸易战的白皮书。理财新规正

式落地。

10月 央行第四次降准。美股暴跌，趋势扭转。刘主席说“春天不远了”。茅台三季

报增速大幅放缓。高层不断表态支持资本市场、民营企业。金庸去世，2018年走

了不少风云人物。

11月 民营企业最高层座谈会，多部委发布措施救民企，纾困基金缓解股票质押风

险；政治局会议要求激活资本市场活力，提出“六稳”，不提“去杠杆”，证监会优化

交易监管；地产政策松动；G20会谈，90天谈判期；科创板推出。

12月 华为孟 CFO事件；医药行业带量采购；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召开，稳字当头，逆周期，财政加码，解决货币传导问题，发展技术、

扩大内需，加大改革力度；中石化原油期货巨亏。



二、个人操作总结与反思

今年个人操作收益率为 -8%，第一次在股市上出现年度亏损，自

己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股市亏损也算是

“破财消灾”吧。具体操作上，大部分时间空仓，并参与了几次反弹，

一季度主要做金融，二季度做创业板和医药，三季度做钢铁和医药、

TMT，四季度做券商，无奈没有像样的反弹根本赚不到钱，每次都止损

出来，并因为踩到“分级基金”的黑天鹅导致亏损。今年继续坚持每周

投资笔记和交易日记，不断优化自己的投资框架，不断修炼自己的投资

心态，对于市场保持一颗敬畏心。

每周坚持阅读大量的研报、公众号文章，特别是荀玉根、张忆东、

姜超、徐小庆、表哥@我是表好胚 、陶博士@陶博士 、高善文、杨赤

忠等老师的文章，受益多多，在此深表谢意！11月底参加了在上海的

雪球嘉年华活动，见到了方丈@不明真相的群众 ，倾听了几位民间大

V如@岁寒知松柏 的精彩演讲，再次感悟投资就是江湖，门派广多，

高手一定是在某一门武功上练到极致！

（1）坚持自己的交易原则

今年我一共交易 21次，交易的频率还是偏多了。从其中失败的交易

来看，一半是因为自己没有坚持自己的交易原则，比如止损设置过大、

没有坚持自己的计划等，背后的原因还是人性的贪婪和不自律。

（2）看大势

今年的市场更坚定了“自上而下、资产配置”的投资理念，选对大

类资产将给你带来 80%的胜算，今年只要空仓，或者买债券基金，你就



是绝对的赢家了！今年我选的个股比如通策医疗、超图软件整体还是很

抗跌的，但是在大盘系统性下跌下，个股很难有表现！

（3）趋势的力量

当 A股形成熊市下行趋势后，任何的上涨都只是反弹，趋势形成后

的力量是强大的，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消化，对正向的因素偏敏感，

对反向的因素很迟钝。验证趋势方面，越长的周期正确率越高，周线比

日线更强。技术分析还是有用的，在做投资时一定要基本面和技术面相

互印证，大牛市一定是基本面和技术面“双强”，而今年的大熊市是基

本面和技术面“双弱”。

（4）逆向投资、寻找预期差

今年无论是创业板、二线医药、二线白酒、钢铁、券商的阶段性机

会都体现了逆向投资的特点，市场上涨末期，一定是填平所有洼地，所

以年初二线医药、二线白酒大涨；创业板、钢铁、券商等机会除了题材

有关，也跟他们跌幅较大有关。

投资看的是未来，大家预期一致的东西很快都会在市场上 price in，

我们需要在大家没有预期到的，或者预期混乱的地方找机会。

（5）熊市要降低收益预期

今年几次反弹，大多我都参与了，最终并没有赚到钱，原因还是收

益预期过高，熊市里反弹稍纵即逝，加上不可能刚好买在最低点卖在最

高点，因此赚到 10~15%就可以考虑见好就收。

（6）保持中性的判断



对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分析，要坚持“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尊

重客观，不要受自己持仓的影响，也不要受专家观点的影响。事实证明

我的研究能力和宏观判断并不差，今年下半年的每周投资总结我都是自

己先分析，然后再去和专家观点碰撞。

三、2019 年投资展望

明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稳定压倒一切，期待有力度的改革。

中美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将在明年一季度显著表现，出口明年全年堪忧；

消费从来就不是一个短期关注变量；基建、房地产尤其是保障房投资将

是明年维稳的重要措施，但很难带来复苏，毕竟地产销售这个前置指标

还在下滑,”房住不炒”也定了总基调。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两大引擎就

是加入WTO后的外贸、房地产大发展，目前这两大引擎都走到尽头。

只有壮士断腕的深度改革，持续修炼内功，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才能实

现经济的二次腾飞，才有真正的大牛市。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经济具有

明显的周期性，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经济依赖投资，而投资本身具有周期

性，后续随着投资的弱化经济周期也会改变。推演明年的经济，一种情

况地产、基建投资依旧走老路带来强刺激的话，则关注周期性板块；另

一种情况地产、基金投资只是维稳，而在改革上有大的作为，则关注中

小，民企板块。个人认为后一种情况可能性更大。

货币政策会保持合理充裕，但很难使用“降息”这样的强信号措施，

毕竟三年“去杠杆”才过去一年。人民银行将重点解决货币传导问题，

宽货币向宽信用转移，定向释放流动性、存贷比等监管指标的调整以及

影子银行的放宽都是方向。



财政政策肯定会加码。地方债发行规模会大幅提高，较大力度的减

税措施值得期待，相信两会期间增值税改革措施会落地，落地的尺度需

重点关注。

美国经济明年大概率见顶，滞后于中国经济，美国经济下滑和美股

下跌势必影响全球投资人的风险偏好。中美贸易谈判将在明年 3月 1日

落地，现在结果无人知晓，但肯定对市场产生阶段性的影响。无论结果

如何，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中美贸易战是个长期的过程，毕竟我们已

经到了老二的位置，但我们也无需气馁，毕竟我们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做

谈判筹码。

表 3 2019 年大类资产投资展望

方向 分析

A股 震荡市，有大

级别反弹。

经济难有大的起色，货币难有大的放水。但是减

税改革、货币传导机制的改善，以及美股风险的

释放，将改善企业盈利的预期，带来像样的反弹。

时间窗口是很可能是 3月之后，或者二季度。

主题投资关注科创板、5G。

重点关注：中证 500；券商。

港股 同上 同上。

美股 做空美股 美股下跌才刚开始，特别小心一季度。

债券 震荡市 利率下行空间有限。机会在于减税、货币传导改

善后信用利差的收窄，以及可转债。



四、交易原则

（1）抓大放小，化繁为简，克制贪欲。不要想着赚到每一分钱，围绕

三面抓主要矛盾，重视引发趋势变化的变量，对于重大事件和身边的

草根变化保持敏感度，要在投资上不断做减法。

（2）坚持自己的交易框架。投资理念上“资产配置+趋势投资”，自

上而下客观分析选择大类资产，抓住主要矛盾，不买个股，借助 PBX、

MACD等技术分析手段做趋势投资和止盈止损，多看周线，设定每笔

交易的交易计划，并严格执行。控制交易的频率，一个季度最多两次，

全年不超过 10次。

商品 看好年初的

黄金，做空黑

色系

美元见顶，美股下跌，必将带来避险需求，特别

是一季度的黄金。

黑色系高利润肯定不能持续，回归合理利润是趋

势，但小心明年财政阶段性刺激带来的反弹。

原油价格跌至页岩油成本附近震荡，供求关系不

明朗。

外汇 震荡市 美元见顶，人民币不会实质破 7。

房地

产

上涨 政策逐渐放开，小心政策失误带来的房价暴涨，

因为库存很低。

数字

货币

寻底 多用技术分析，再跌 75%不奇怪，之后选择定投。



（3）坚持每周编写投资笔记，坚持每笔交易有交易计划和交易总结，

尽量图表化，利于自己的总结和复盘；形成基本面、技术面分析以及投

资学习的汇编，要总结归纳，便于查询和复习。

（4）多看重要人物讲话，重要会议。比如大大、刘鹤、易纲、川普、

鲍威尔，中央政治局会议。

2018年 12月 29日

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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