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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定投已有浮盈

落袋与否看定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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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今年以来大盘走出的这波行情，

使早前开启定期投资（下称“定投”）

的投资者账户纷纷开始回本甚至大

幅浮盈。 近日，不少投资者问，定投的

收益已经十分可观，是否需要“止盈”

落袋为安。 更有因“拖延症”迟迟未开

启定投的投资者，看到市场已走出右

半边的微笑曲线而悔恨不已，又为在

短期高波动行情下是否该参与而纠

结不已。

业内人士认为，止盈与否主要由

开启定投时的目标及个人主观意愿

决定。尽管短期内大盘指数有较大震

荡的可能， 当前 A 股仍处于低估区

域，建议选择指数基金进行定投。

2019 年以来，A 股声势浩大的春季

躁动行情上演了。 随着行情的持续发酵，

沪指和深成指在年内分别累积了不少的

涨幅。在此情况下，有投资者向记者询问，

定投半年不到盈利已经超 15%，是否需要

卖出落袋为安？ 根据该投资者的描述，其

在去年 9 月开始买入中证 500 指数基金，

定投 4 个月后因为资金不继，定投出现中

断。 但受益于这一波行情，目前盈利也已

超 15%。 当前正在纠结是否需要卖出。

就此， 某私募基金经理冀烁文认为，

放眼于中期， 市场震荡向上的概率是比

较大的。 因此， 如果只是做一个短差，定

投了中证 500 等宽基指数基金的投资者，

可以考虑落袋为安，但本身设定的定投期

限较长即在两年以上的，可以不在乎短期

的波动，再等一等。

另一上海私募总经理也表达了同样

的看法。 但他强调，定投止盈与否十分主

观性，主要看投资者个人的选择。 若一开

始就设定了止盈线，目前已经超过，自然

是选择落袋为安。“我个人不是太看好指

数短期内的走势，若投资者愿意折腾，建

议及时止盈；若放着，等指数继续上行也

未尝不可。 ”该人士坦言。

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则建议不要卖

出。“一般而言， 止盈最好的时点是在大

牛市末端或者熊市前端，但很显然，目前

的并不是大牛市，从历史回测来看，中证

500 的定投收益达到 100%止盈比较合

适，15%的收益，显然还很少。 ”她认为，从

10 年以来来看， 中证 500 进行每周定额

定投，可以获得的最大收益接近 200%，如

果略去一些中间时刻进入或者提前止盈

的考虑，100%已经是相当保守的止盈收

益了。

但张婷也表示， 如果持有到大牛市，

可能还需要 1~3 年的时间，这期间定投的

钱不能赎回。 若投资者不想长期持有，那

么现在落袋为安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止盈与否取决主观目标

记者了解到，不少因“拖延症”

迟迟未有开启定投的投资者， 近期

不仅为踏空行情懊恼不已， 更是对

现在能否入场纠结不已。 众所周知，

基金定投就是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

的金额投资于固定的基金中， 这一

设计就相当于分批建仓、均衡成本，

克服一次性投资需要准确择时的缺

憾， 适合没有时间或能力去选择个

股的投资者。 基于此，多位业内人士

认为，现在 A 股仍处于低估区域，依

旧具备投资价值。

张婷表示， 目前各大指数的估

值均处于历史的低位， 目前点位开

始定投，仍然是可以的。 现在从短期

来看，因为没有基本面的支撑，涨幅

也比较大了，有回落的风险，但是从

定投的本质来看， 就是需要在市场

相对低位，长期持有下去，到牛市获

得较高的收益之后出来，因此，现在

开启定投是可行的。“定投建议选择

指数型基金，基金仓位接近满仓，弹

性大，更能取得好的收益，在牛市起

码能保证获取和指数相当的收益。

而主动管理型基金虽然有获取阿尔

法收益的希望， 但是公募基金经理

跳槽太频繁，阿尔法收益也不稳定，

不建议选择。 ”张婷建议。

也有分析师及机构持相反意

见，认为就短期看，指数的机会比不

上个股。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就认为，

过去一个季度， 可以明显感受到政

策转向托底经济的力度在不断加

大， 中长期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足

够抵御波动。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至

少未来的一个季度， 经济依然有比

较明显的压力， 故而最近市场主导

变量可能发生改变， 这不仅是调仓

换股的时机， 也是今年超额收益的

分水岭。 基金配置层面，接下来配置

逻辑将逐步转变为“轻指数、 重个

股”。

近期仍可以开始定投

在基金业绩排行榜上， 重仓证

券板块的基金的收益已经遥遥领跑

其他基金。 同花顺数据显示，目前两

市 670 只投资于股市的被动指数型

基金中，共有 28 只基金年内取得了

40%以上的收益， 其中 17 只基金的

名字中带有“证券”两字。 如年内净

值增长最快的的鹏华中证证券，跟

踪了中证全指证券指数， 年内收益

高达 51.11%。

对于这一类型的指数基金，有

业内人士认为， 未来券商行业仍有

上升空间，但投资者短期谨慎追高。

“鉴于中信、 华泰发出的看空研报，

目前券商行业正在进行主动式降

温， 短期内预计券商股进入宽幅震

荡的节奏之中。 不过，当牛市真正来

的时候，券商股将会首先受益。 目前

券商指数的行情与 2014 年有点相

像，当在高位震荡整理之后，若市场

的行情能够延续， 那么券商股还有

一定的议价能力。 ”冀烁文表示。

多数券商研报也认为， 券商行

业未来还有溢价空间。 太平洋证券

最新研报表示，上周五市场，尤其是

非银金融板块急跌， 券商股纷纷深

幅调整且成交放量。 自 2 月以来，该

板块整体上涨 40%，其中，部分券商

股的上涨幅度超过了前一轮牛市的

前半段券商板块平均涨幅。 短期空

头情绪有宣泄的需求， 也有锁定收

益的动机。 不过，当前该板块市净率

为 1.85 倍，基本面支撑、政策利好逐

个落地、各路资金流入市场，券商股

深度调整之后仍有一定的上升空

间。

证券指数基金谨慎追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