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 7 月份到现在，每周定投实验已经进行一年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一直想写
一个详细的总结帖，写出自己过去一年投资指数基金的一些经验和心得，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文章一万多字，有点长，不过都是自己认真写出来的。关于指数基金的投资书籍比较匮
乏，很多还都是基于技术指标和波动率的，基于价值投资思路的比价少见。读完这篇文章
（1） 能对指数基金的优劣处有个清晰的认识
（2） 指数基金的种类，特点，风险
（3） 有哪些适合指数基金的策略
（3） 如何构建一个适合自己的指数基金投资策略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欢迎转载分享收藏啊~
当然人总是在不断进步的。很明显的能感觉到，现在的自己比一年前的自己进步了很多。
以后的日子里也是如此，所以下面的内容肯定会继续优化提升的。不过核心的“低估值”策
略会一直坚持下去。
本文目录
·指数有哪些好处和不足
·指数基金与指数的差别
·指数基金的分类
·指数的估值如何查询
·投资指数基金的策略
·长期投资的心理建设
·我应该如何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指数基金投资策略？
·过去一年定投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未来打算

指数有哪些好处和不足呢？
巴菲特并不推崇分散投资，但是却屡次向普通投资者推荐指数基金。这是为什么呢？我
们为啥需要指数，它有什么好处？
（1） 指数的作用，是显示一个群体的加权平均值
一个班上有 50 名同学，一个年级有 10 个班。我们需要知道不同班级的学习成
绩如何，该怎么做呢？给每个班计算一个平均分，比较下这个平均分就好了。
这就是指数的作用，求一个加权平均，来显示平均值。不同指数的作用都是如
此，所不同的是，它们的规则所确定的成本股不同，加权时衡量的权重不同。
同时因为大数定律的存在，理论上指数样本空间越大，指数越有效。
（2） 指数是一个规则，具备永续性、被动性、周期性
我们想知道学校里一个年级 500 人，学习好的学生和学习差的学生平均差距有
多大，怎么计算呢？就可以设立一个规则：
“这个学校期末考前 10%的学生的平均分，和这个学校期末考试后 10%的学生
的平均分进行比较”
。

规则的存在具备永续性，只要给这个规则一个适用的样本。上证 50 的规则
具备永续性，给它一个 A 股的样本，它能计算，给它一个美股的样本，它照样
能计算出来。而且只要规则确立，它可以完全被动的执行下去。
同时因为永续性的存在，指数在存续期内也会不断的波动。可以类比参考
熊彼特的“四阶段”周期理论。指数会周而复始的在低估和高估之间波动。所
以不用担心等不到低估的买入机会或高估的卖出机会。
（3） 指数具备其组成成员的一般特性，却能避免很多个股的风险。
股票指数可以看做是其样本中一个具备平均水平的且永生不死的个股。它
完全具备一般个股的所有特性，包括盈利、负债、资产、销售收入等等。我们
完全可以用个股的策略去分析指数。
我们也都知道，个股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风险：例如作假帐、长期停牌、增
发损害老股东的收益、管理层无法预料到的黑天鹅。指数基金可以帮助避免这
些风险。

跟踪指数，让我们可以获得市场的平均值；指数的被动性，可以摒弃人性
的恐惧与贪婪；永续性，让本金永久性损失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周期性，给我
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买入和卖出机会；指数具备个股的特性，让我们可以用价
值投资策略去分析，同时避免一些风险。
当然，从指数的定义我们也可以看出指数最主要的缺点：只能实现市场平
均。但是考虑到运作 10 年以上仍旧可以战胜市场平均的公募基金比例只有 ，
投资指数基金对于缺少能力圈的投资者来说还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指数基金与指数的差别
指数是一个数学公式，但是要将其变为可以买入卖出的金融产品，实现起来还是有
误差的。
总体来说，场内基金的手续费小，基金经理费用小，流动性也更好，所以场内基金
的 ETF/LOF 基金是首选。
从最近的股灾以及流动性危机可以看出，不同公司在应对大额赎回上的经验有非常
大的差距，TOP10 的基金公司无论实力还是经验都胜过小基金公司。所以首选是大基金
公司经过长时间运营的指数基金。
场内基金还有一些隐藏的风险，例如基金始终未满仓，导致基金与指数运作误差大；
跨境指数基金存在汇率风险，没有对冲。操作这些基金的时候，需要留出更大的安全空
间。例如 H 股 ETF，它就有 10%以上的现金没有投资，同时也有汇率风险，在投资它的
时候就要预留出更大的安全空间。

所以我们在投资指数基金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可能的误差和风险
1. 指数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有的指数基金，其业绩比较基准并不是其对应的指数。

2. 指数基金的仓位
未满仓导致的追踪误差
3. 不同渠道的指数基金导致的管理费用等
一般场内基金比场外基金的费率低，误差更小
4. 汇率风险
跨境指数基金的汇率风险
5. 指数基金规模与运作历史
规模越大，运行实力越长，归属大公司的指数基金，在应对流动性危机或大额申购
赎回时表现会更好。
注意尽量避免上市未满一年的基金，或者有长时间拖延建仓的恶性基金公司。
在参考指数基金对应指数的估值时，必须要考虑到上面的这些风险，并再次给予一
定的安全空间。
我的习惯是在指数的估值上乘以一个误差折价系数，例如 H 股 ETF，它没有满仓，
同时又有汇率风险，在参考 H 股指数来投资 H 股 ETF 的时候，我需要刨除 H 股 ETF 现金
部分，然后在 H 股 ETF 的股票部分估值基础上，乘以 0.9。
当然这并不代表指数基金在长期的走势中会落后于所追踪的指数。事实上，绝大多
数长期运行的指数基金，其长期收益高于指数的收益。这是因为指数大多不考虑成分股
的分红，而指数基金会把收到的分红攒一攒，定期以现金的形式分红。特别是一些高分
红的指数基金，长期复利作用下差距会越来越大。
后期的时候我会把市场上比较主流的指数基金进行一个评级，再发布出来，包括它
们的误差、费用、估值查询等。这个工程量比较浩大，需要一段时间。

指数基金的分类
指数基金的分类有很多种，我一般考虑投资三类指数基金：规模、风格、行业。
规模指数是指按照市值、流通市值或者成交量为主要权重的指数。例如上证 50，选
择上证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前 50 只股票。这种指数包含各种行业，基本可以对冲
个股经营风险和行业风险，风险最小，也是主流指数。例如代表超大盘的上证 50，代表
大盘的上证 180，代表 A 股整体蓝筹股的沪深 300，代表 A 股中小股的中证 500.
风格指数是在规模指数的基础上，不仅仅以规模为权重，而是结合自己的需求添加
了风格权重。例如上证红利指数，从上证中挑选分红最好，兼具规模和流动性的 50 只
股票；例如民营指数，只从民营企业中挑选。一般来说，风格指数也包括各种行业，可
以对冲个股和行业的风险。
行业指数投资的是某个行业。不仅仅是常规的一级二级行业，类似金融、高铁、移
动互联这些具备明显偏重的也属于行业指数。行业指数能对冲个股风险，例如周期股困
境的时候，可能个股会支撑不下去而倒闭，但整个行业是很难消失的，投资行业指数基
金会更加安全。例如金融 ETF，在熊市的时候，证券保险都很低迷，银行也受累于坏账

预期，投资金融 ETF 可以分散个股黑天鹅的风险。
一般来说，规模指数和风格指数都具备永续性，可以长期投资，但是行业指数则不
一定具备，很多风靡一时的行业已经逐渐萎缩或销声匿迹。如果对行业也没有能力圈，
最好的选择就是从规模指数和风格指数入手。
随着中国投资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国内投资者投资国际市场更加方便，未来的指数
基金投资必定是全球化的。这样可以抵消国家级别的风险。

指数的估值如何查询
最简单的方法是付费终端，例如同花顺、wind。不过价格也不菲，一年几万元。免费的
查询方法可以参考我之前写过的这个帖子：http://xueqiu.com/3079173340/34960424
就我这一年的定投经验来看，这些数据够用了~

投资指数基金的策略
投资指数基金的策略几乎和投资个股的策略一样多，它同样可以分析盈利、资产、
负债，也同样可以看 K 线等技术指标。这里介绍的策略，是经过长期的大规模的验证后
的策略，都具备可行性。
（1） 定投策略：工薪族首选
我比较推崇定投策略，其实是迫不得已，因为自己没有大量积蓄（1000 万
以上）
，但有稳定的工资等现金流收入。我必须要考虑定期的现金收入如何处理，
对我这样的工薪族来说，定投策略就是首选。
定投策略，顾名思义就是定期定额投资。其实还有定期不定额投资，不定期
定额投资，和不定期不定额投资。之前也有朋友问过我，自己的收入数额不稳定，
到手的时间也不稳定，还可以定投么？
实际上，在长期定投（10 年以上）时，额度是不是固定，时间是不是固定
的对最终的收益没有太大影响。相关实验以及结论可以参考《》这本书。我选择
的是定期不定额投资，以月为单位，以工资的 10%为定投额度（10%不满 1000
元的话按 1000 元处理）
，未来的投资额度会越来越高。
这种策略久经考验，无论是美国养老金计划还是中国的企业年金计划，都是
执行这种定投策略。

（2） 动态平衡策略：高净值客户首选
如果我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具备 1000 万的资产，但之后基本没有现金流
收入了，该如何投资？这种高净值客户，适合用动态平衡策略。
例如配置沪深 300 指数和货币基金各 50%，然后每隔半年，不管它们是什么
比例，重新恢复成 50：50.
这种策略的好处是能够实现自动化的低买高卖，做差价，同时又可以有一半
仓位享受到股票资产的长期增值。因为从长期收益的角度，我们都知道股票资产
的收益率是最高的，但短期内股票的估值会有波动，强制动态平衡可以被动化的
获取收益。
一般选择一个股权类的资产和一个流动性非常好的保本类资产进行平衡，可
以按照固定时间也可以按照某一个触发比例，例如股权资产达到 60%或达到 40%
时触发强平。股权资产和保本资产的比例也不一定是 50：50。股权比例越高长
期收益越高，波动也越大。
注意，无论是定投策略还是动态平衡策略，可以说是指数基金专享的，因为
这两个策略有个变态的要求：永续性。如果以个股为定投或者动态平衡目标，在
以几十年为单位的投资周期里，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们以道琼斯指数
为例。
道琼斯指数最初建立时 40 点，有 12 家成分股，都是当时美国最顶尖的大公
司。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道琼斯指数上涨了 400 多倍，达到 17000 多点，而那
12 家公司，存活至今的只有一家通用电气。如果选择个股进行定投或者动态平
衡，短期可能会取得更高的收益，但是从长期来看只有极少数的公司能够实现永
续经营，而指数的永续性可以保证长期投资的延续。
因为永续性的要求，定投和动态平衡都是适合规模指数和风格指数，而不适
合行业指数。

（3） 套利：安全的投机
上面两种策略是被动化的策略，设立好之后可以完全被动运行。还有一种主
动的投资策略，套利。
场内基金有一个买卖价格，这个价格从长时间来看是跟净值拟合的，但是短
时间会因为爆炒或流动性危机而产生高溢价或者高折价。无论是 ETF 还是 LOF 都
具备这种套利机会。
这种套利的好处很明显，不用长时间持有股票资产，可以大大减少价格波动
带来的风险。也有很多投资高手采用这种投资策略。
不过这种套利机会对能力圈和精力有一定要求。一般一个品种的套利机会，
会随着套利方法的普及而逐渐减小，需要不断的挖掘新的套利机会。同时也需要
投入精力去寻找和判断机会。而且套利本质上就是基于心理波动和信息不对称，
是一种市场无效性的体现，随着技术发展和投资者教育的普及，以后一定会是程
序自动化套利的时代，个人投资者参与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
这种策略适合规模风格行业指数。

（4） 价值投资策略：指数基金是一个永续浮息债券
我们之前说过，指数基金可以看作是一个具备成分股平均特征的永续个股。
我们自然可以把价值投资的策略应用到指数基金上。甚至因为指数基金减小了很
多个股的风险，在预测的时候更容易些。
我信奉“股票的价值等于其剩余生命期所能产生的现金流之和”。同时因为
指数的永续性，我们可以把指数产生的现金流看作是利息，把指数看做是一个不
保本的永续浮息债券。
短期的价格波动会导致票面利率的大幅波动。不同指数基金对应的个股也有
不同的成长能力，即永续浮息债券的利息上涨速度也不同。
我习惯于，不管这个永续浮息债券的现金流的增长率如何，至少在这个永续
浮息债券当期利率达到 10%以上时再介入投资，这是我对当期收益的最低要求。
换算成市盈率就是在市盈率 10 以下才会去投资。换句话说，每个人能接受的市
盈率，不仅反映了市场的估值，也反映了每个人对自己最低收益的要求。
同时在股票市场之外，也存在很多保本的收益品种。如果指数基金这个不保
本的永续浮息债券，当期利率低于了保本的浮动收益类产品，我们就应该将指数
基金切换成保本的浮动收益类产品。例如指数的市盈率上升到了 20，对应的收
益率就是 5%，同时你可以从银行买到保本保息的 6%的理财产品，那最好的选择
就是卖出指数基金，切换到银行理财。
也有朋友提出了疑问，不同的指数基金，其成长性也是不同的啊。高成长性
的指数基金是否应该给予溢价呢？
这是肯定的，但具体给予溢价多少，取决于每个人的能力圈和预测能力，取
决于确定性的高低。如果你能确定这个指数代表的个股的平均成长性在未来一定
会高于总体均值，那可以给予合理的溢价。如果认为自己不具备这个预测能力，
判断不出成长性的高低，那可以参考当期利率切换。
这也是格雷厄姆采取的“盈利收益率”策略：格雷厄姆将投资的股票的盈利
收益率（市盈率的倒数）限定为至少 10%。
这种策略对盈利稳定性也有一定要求。所以适合规模指数和风格指数，而不
适合行业指数。
可能有的朋友还有个疑问，不同指数基金的成长性不同，它们的估值下限也
不同，都在 10PE 的时候开始定投，收益能一样么？
如果是一次性买入，那结果自然是不同的。但是如果采用定投策略，长期的
多次定投会帮助我们将成本拉低。就像红利 ETF 和上证 50ETF，确实红利 ETF 会
出现的最低估值更低（这从理论上也能解释的通，高分红的股票大部分已经进入
成熟期，成长性会略低），但是定投也会将平均成本摊低下来。所以最后的收益
不会有多少差距。市场有效性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完善的体现。

以上四种策略，是我观察得到的经过长时间确立有效的四种策略。而且它们
之间并不一定冲突，甚至可以组合来运行。例如我选择“定投策略+价值投资策

略”
。
可以肯定的是，投资指数基金的有效策略并不仅仅是这四种。也希望大家能
多多分享自己知道的经过长期实践验证的有效策略~

长期投资的心理建设
有数以万计的人买过可口可乐、茅台、云南白药这些股票，这些人有多少获得了好
收益呢？又有多少收益超过了股票的涨幅呢？
光是选好了指数基金，选好了投资策略还是不够的，在持有过程中的投资心理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最常见到投资心理缺陷就是锚定心理和损失厌恶。
（1） 锚定心理
投资者会以最近的股价作为锚，或者自己持仓成本为锚，来判断当前持股的
价值。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至少一两个月内，对应股份的指数基金，其真实价
值变化很小。
（2） 损失厌恶
相比盈利带来的快感，损失带来的厌恶感是同等盈利的两倍。当定投出现了
浮亏的时候，投资者会浑身难受，甚至早早退出，停止定投。
指数基金具备永续性，同时在应用定投或者动态平衡这种长期策略的时候，在很长的时
间里我们都不会卖出持有的股份。永续品种+长期持有，这种情况下用市价作为价值的判断
是非常不合理的，对心理的影响也不合适。我们需要一个适合长期持有的业绩评估标准作为
辅助。
指数基金的每股价值相比较成分股，稳定性更强，其内在价值基本上是单调增加的，包
括每股盈利和每股净资产。这就可以让我们用多元化的标准来衡量实际的投资收益。
例如巴菲特使用的会计准则，就是用账面价值来计算的。这非常适合用在指数基金的长
期投资里。
这样计算有什么好处呢？
（1） 增长率同时体现了新增资金带来的增长和股票的内生增长。
（2） 避免了锚定效应和损失厌恶。
账面价值并不等于内在价值，但也要比以股价当作价值好得多，这也是巴
菲特的会计准则。同时指数基金的账面价值基本上是单调递增的（不同指数因
为成长性不同，增长率也不同）
，这样就可以避免损失厌恶，避免在暴跌的时候
因为承受不住心理压力而卖出。
实际上，在股价出现暴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同样的资金可以买入的账
面资产大幅增加了，体现在自己账面资产的涨幅上是大幅增加的。因为指数基
金的永续性，你不必担心本金永久性损失的风险，只需要确定自己买入的是一
个相对低估的价位即可。

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投资心理波动对投资业绩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必须要采取各种
策略来平复这种波动。

我应该如何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指数基金投资策略？
我们已经知道了指数基金的优劣，分类和投资策略。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选择，来建
立一个适合自己的指数基金投资策略呢？
（1） 根据自己的资产状况和实际需求来确定
以我为例，手里流动资产在 1000 万以下，但有定期的现金流。那长期定投策略
更适合我。这一策略也更适合工薪族。
如果是实现了财务自由，手里有大笔现金，现在想建立一个自动化运作的投资
包，可以以 50：50 的比例投资沪深 300 和货币基金，并按月再平衡。
如果资产在未来一两年里就要动用，那学习套利更适合你。
也可以参考我的“价值投资+定投”的复合策略，或者自己尝试构建一个合理的
策略。
（2） 选择合适的品种
建议以规模指数和风格指数作为切入点，同时考虑基金公司的规模和实力，以
及基金的历史运作情况。
这里推荐给大家作为入手的指数：
这些都是当前市场上影响力大的指数，指数基金也大都是国内 TOP10 基金公司
长期运作的指数。误差小，拟合程度高。
（3） 获取指数基金的信息
无论是定投策略还是再平衡策略，最好都是在指数低估的时候开始。关于指数
的估值如何查询，可以参考我的这个帖子：
（4） 构建投资策略，落在纸面上
将投资策略组织一下，包括买入卖出策略，频率、金额、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
情况。
例如的投资策略：
·买入：
（1） 在指数低于 10PE 且低于长期国债收益率两倍的时候，允许投资
（2） 结合指数基金的实际误差和风险，在指数买入估值的基础上再折价，给
予一定的安全边际
·卖出：
（1） 在指数的盈利收益率低于自己能找到的保本理财产品时，分批卖出

（2） 结合指数基金的实际误差和风险，在指数卖出估值的基础上再折价，给
予一定的安全边际
·频率：每个月工资到账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开盘立即买入
·额度：工资的 10%，不足 1000 按 1000
·其他情况：
（1） 出现多个合适的标的时，对比分析选择合适的品种
（2） 如果没有合适买入的标的，新资金归入现金池。估值高时卖出基金得到
的现金也归入现金池。现金池采用低风险策略来管理。例如货币基金、
逆回购、低风险的套利。等出现合适的标的时，现金池十等分，分散合
并于之后的十次定投。

要保证任何人拿到这个策略，可以执行出和你差不多的效果。
然后把策略打印出来，提醒自己。这一点很重要，不要高估自己的执行力与心
理承受能力。
下面用三个案例来说明一下~
案例一：
我刚上班，当前月收入 5000 元，平均每个月开支 2500 元，未来几年没有大额资金支出。
我想开始投资为未来做准备。
1. 分析自己的现金流和需求
预留出至少三个月的开支（7500 元）。每个月会剩余约 2500 元，可以拿出 60%左右
用于投资，剩下的钱用来学习或者社交。刚开始工作，投资的收益并不是最重要的，提
升工资现金流是最重要的。努力工作，工资在两三年里大幅提升是铁板钉钉的事。
不过投资也要趁早开始，能力圈的建立需要时间的积累。
这种情况下投资股市的部分最适合用定投+低估值投资策略，现金部分适合货币基
金或套利策略。
2. 建立投资策略
·买入：
（1） 在指数低于 10PE 且低于长期国债收益率两倍的时候，允许投资
（2） 结合指数基金的实际误差和风险，在指数买入估值的基础上再折价，给
予一定的安全边际
·卖出：
（1） 在指数的盈利收益率低于自己能找到的保本理财产品时，分批卖出
（2） 结合指数基金的实际误差和风险，在指数卖出估值的基础上再折价，给
予一定的安全边际
·频率：每个月工资到账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开盘立即买入
·额度：工资剩余额度的 60%
·其他情况：
（1） 出现多个合适的标的时，对比分析选择合适的品种
（2） 如果没有合适买入的标的，资金归入现金池。现金池采用低风险策略来
管理。例如货币基金、逆回购、低风险的套利。等出现合适的标的时，
现金池十等分，分散合并于之后的十次定投。

案例二：我的孩子才两三岁，我想给他建立一个长期投资计划，等他上大学的时候可以依靠
这个投资计划获取生活费、完成学业
1. 分析自己的现金流和需求
这是标准的长期投资，并不在乎短期收益，目的是获取长期的投资增值。从开始投
资到孩子第一次用到这笔钱大约有 15、6 年的时间，大概率能度过两个完整的熊市和牛
市。
同时也因为时间周期非常长，未来这个投资计划的主要增长是来源于持有股权的复
利增长，单月定投的投入不需要多高。
需要考虑十几年后孩子对资金的使用需求，最好到时候是拥有高分红的基金，能够
每年稳定的获取分红收益，作为生活费或学费
2. 投资策略
·买入：
（1） 在指数低于 10PE 且低于长期国债收益率两倍的时候，允许投资
（2） 结合指数基金的实际误差和风险，在指数买入估值的基础上再折价，给
予一定的安全边际
（3） 优先选择过去历史分红记录优秀的基金，例如红利 ETF
·卖出：
（1） 在指数的盈利收益率低于自己能找到的保本理财产品时，分批卖出
（2） 结合指数基金的实际误差和风险，在指数卖出估值的基础上再折价，给
予一定的安全边际
·频率：每个月工资到账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开盘立即买入
·额度：工资的 10%，不足 1000 按 1000
·其他情况：
（1） 出现多个合适的标的时，对比分析选择合适的品种
（2） 如果没有合适买入的标的，资金归入现金池。现金池采用低风险策略来
管理。例如货币基金、逆回购、低风险的套利。等出现合适的标的时，
现金池十等分，分散合并于之后的十次定投。

案例三：我已经通过运营公司收获了一大笔财富，现在想实现财务自由，不想在投资上付出
太多精力，但是要求资产长期增值。
1. 分析自己的现金流和需求

这种情况下以后没有了新的现金流收入，主要靠运作现有的资金。同时不想在投资
上付出太多精力，适合用动态平衡法。动态平衡法对投资开始的估值要求并不高，但是
要求投资标的的内生成长能力。可以配置海内外的主流宽基指数。
2. 投资策略
以 30：30：40 的比例，将资金分配于沪深 300ETF，标准普尔 500 指数基金，和现
金仓。每隔三个月重新强制性将比例平衡成 30：30：40。现金池采用低风险策略来管理。
例如货币基金、逆回购、低风险的套利。

过去一年定投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未来的打算
14 年 7 月份的时候，大盘正在从底部慢慢向上升，但市场情绪并不高。当时看了几个
NHK 电视台关于股灾的纪录片，里面就有 07 年牛市时去上海采访普通投资者的记录。当时
市场热火朝天，很多大叔大妈班都不上，整天在证券大厅看行情，买入卖出，红光满面。这
些投资者到现在有几个人是盈利的呢？为什么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赚钱就这么难？有没有
什么普适性的又长期有效的简单投资方法呢？
看了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书籍，里面关于价值投资的知识让我受益匪浅。一篇格雷厄姆
的采访报道让我受到了启发：
格雷厄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市盈率，将股票看做是一种浮息债券，同时把其收益率与
更安全的品种进行比较。当股票因为短期的火爆，使得收益率实际上低于了安全品种的收益
率时，我们就应该卖出股权资产，而不是盲目的持有。
在格雷厄姆的时代，指数基金还没有流行。但格雷厄姆在设立他的低估指标（10PE 以
下，1.5PB 以下，分红稳定的一篮子股票）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分散倾向。投资只看 PE 是
不够的，低 PE 的个股很可能是陷阱。但是一篮子包含各行各业，整体市盈率低于 10 的组合
呢？它们也是陷阱么？
理论上成立，接下来就是通过实验去验证。低估值投资应用在指数基金上，并没有太多
的案例可以参考。指数基金的估值也不像个股那么容易查找。
在上证和中证指数官网上，我找到常见指数的市盈率。在 Google 上搜索，找到很多国
外大型指数基金的官网以及数据。这里可以看出国外投资者对价值投资的重视程度比国内好
很多，甚至大多数指数基金的官网上都有 PE、PB、EPS、净利润增长率的过去多年数据。国
内基金的官网基本都没有。
定投过程其实挺无聊的：每个月发工资，第二天开盘花两三分钟买一下，再等一个月。
策略也非常简单，十几分钟就能学会。难度最大的是执行力和心理作用。特别是要定投的前
一天，市场出现了暴跌或暴涨，这时候都会有很多朋友问我第二天咋办，还要不要定投。出

现了暴跌，也有很多人问现在咋办，之前没有达到卖出条件，账面浮盈都吐出来了。所以策
略的制定非常重要，策略不是不可以修改，毕竟很多情况都是实际操作之前难以想象的。但
是策略一旦制定，就要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一丝不苟的执行。这是定投的最大优势：你可以完
全不受市场情绪的影响。暴跌？国家队救场？股市崩盘？这些在“正确合理的策略+一丝不
苟的执行力”面前都是渣渣。你完全可以远离股市，而不必在它身上投入太多精力。
在之后的日子里定投仓会一直继续下去，实际上定投了一年还没有完成一个完整的买入
卖出周期。关于卖出的设定，关于卖出后得到的大量资金的处理，没有适合投资对象时的操
作，这些都是下一步的难点。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也相信“低估值+定投”的简单策略，
能够带来长期约 20%以上的年化复合收益。
A 股基金历史时间还比较短，无论是成熟程度还是丰富程度，都远比不上美股的类似产
品。以后会逐渐加入美股的指数基金品种。上面说的投资策略是普适性的，甚至说更适合成
熟的投资市场，相信应用于其他成熟市场的 ETF 也可以无往而不胜。
附上我过去一年的全部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