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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难获北上广“船票”

陈瑜

今天朋友传来了一个视频， 视频里的女

子批头散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那种发自内

心的悲伤，让人不忍直视。是什么能让一个成

年人不顾体面和尊严，只有房子，因为成都突

然出台调控政策， 被限购的人被堵上了 “上

车”的路。

但问题是，成都的限购政策并不严苛，只

要拥有成都户口或者社保交满两年， 理论上

都可以在大成都范围内买房， 只是有区域限

制，远远没有达到北京二手房“认房又认贷”

的程度，但让受到影响的买者，产生撕心裂肺

的痛苦，可见房子对于当今城市人的影响力。

要不然合肥的一女子， 也不会因为购买的房

屋无法过户，原房主要收回，居然当着房主的

面选择跳楼。

我们如此重视房子， 如此乐衷于谈论和

买卖房子，因为中国的房子不仅是一个住所，

它还和教育、医疗、公共设施，更重要的是个

人财富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十几年来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的中国是一列行驶中的高铁， 那土地和房子

就是登上这列车的门票。对于中国来说，摆脱

阶层的一大驱动力还来自房子。 随着一线城

市的房价的一路上扬， 当房地产价格已经远

超于年轻人收入水平的时候， 一个现象开始

冒头。这就是在一线城市年轻群体中，身份的

变化开始出现了显著的分层， 而这个分层直

接来源于房地产。

如果你没有买房，哪怕你工作不错，薪水

不错， 但是没有房子， 你基本上一直处于底

层。 如果有的话，你很容易就是中产阶级了，

因为一套房就值几百上千万。很多人对说，如

果你在一线城市有一套房子， 月供不是太多

的话，找个年薪二十万左右的工作，就可以过

得很舒服，因为各种配套都很完善，也更公开

透明，你在内地是享受不到的。

举个例子，一朋友

2009

年在北京郊区买

入一套

45

平的房子，当时不到

90

万，

2015

年

因为有了宝宝，卖掉涨幅一倍多的小房子，刚

够地铁旁大三室的首付，现在市值逼近千万，

成为真正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尽管这个

千万富翁等了

6

年都没有摇到车牌。 要打破

这种局面，有的人选择赌一把，比如自己只有

十几万，但是买了一套三百多万的小房子，其

他都是通过首付贷等方式借的钱， 如果赌对

了，过几个月出手就可以轻松赚几十上百万，

抵其他人存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现金总额。

这种方式， 和

2015

年的杠杆炒股何其相

似，

2014

年股市由

2000

点一路高歌猛进到

4000

多点，饭局上人人都在谈股市，个个都是

股神，随后北京深圳上海房价暴涨，股市又被

暂时打入冷宫。但不同的是，这十几年来，股市

大涨大跌，起起伏伏，这个市场的“

721

”定律并

没有发生改变， 就是说

7

成的人亏损，

1

成的

人赚钱；但是楼市就不同了，如果说这十几年

来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是一列行驶

中的高铁， 那么房子就是登上这列车的门票。

尽管期间有过微跌，但是只要买了房子，很少

听过有亏损的，只不过是涨幅不同罢了。

所以，对于

100

万的投资门槛来说，如果

你要投入股市， 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成

为“

721

”中的那个“

1

”，难度很大；但是投入房

子就简单多了，只要随大流就可以了。只是当

今房价飞涨的时候，这

100

万的门票，可以买

到任何想买的股票， 但若想获取北上广这条

大船“船票”，可真还有点吃力。

有钱就赶紧花出去

杨丽花

近期 “学历不值钱， 学位更值

钱”引发社会广泛热议。

最近， 我和中学同学有一次交

流。班里的“学渣”，毕业后就去房地

产公司干销售、做项目，有了钱就一

直在买房子， 现在在北京及我们的

省会城市已经有多套房产； 而班里

的“学霸”，目前博士刚毕业没多久，

他攻读的领域偏理论， 几乎不存在

什么市场空间。“学渣”有了学区房，

“学霸”有了学位，他们都挺有收获

的，只不过“学渣”运气成分多一点；

“学霸”的辛苦多一点。 我们都羡慕

“学渣”，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想

“学霸”也不情愿放弃学业。 没有学

历也没有学区房的人， 倒是应该想

想究竟哪个环节错了。其实，我觉得

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及时把手上的钱

花出去，一门心思存钱，让钱趴在银

行睡觉，耽误了大好机遇。

到底怎么去花钱呢？前日，有人

问李嘉诚：“如果有

100

万， 买楼还

是买股票？ ”李嘉诚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表示要想一想。要知道，李嘉诚

做生意的

60

几年中，从来没有一笔

生意蚀过本， 连这样的资深投资达

人都要想一想，可见，现在投资是多

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些年不断有人盘点房子的涨

幅、股票的涨幅，想证明是投资房子

划算，还是投资股票划算。 全国房价

的上涨有目共睹，可细数下来，投对

了股票，收益更为惊人。 港股的腾讯

上市

10

多年， 股价暴涨

300

多倍足

以秒杀“狂奔”的房价，就是这些年

A

股投资者坚定持有贵州茅台，投资收

益也远超过房子。 如果时间倒回

10

年， 我想我还是不会选择买股票，即

便一开始买了腾讯和茅台，中间肯定

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拿不住。事实

上，这

10

年来一直坚定持有腾讯、茅

台这样牛股的投资者有几个？相较之

下，买房子更实际一些，给了很多“傻

瓜”机会。 那些在十几前年买下房子

的，多数是因为刚需，没有考虑经济

形势和房价走势。如果可以预见今日

的涨幅，肯定早就在一线城市囤积了

一堆房子。当房子投资性越来越强的

今天，你还敢轻易看好房产投资么？

过去的十几年证明： 股票投资是

给聪明人的机会， 房产投资是给傻瓜

的机会。到了今天，傻瓜的机会越来越

少，我们也没有蜕变成股市的聪明人，

怎么办？ 我想除了买房子、 买股票；

还可以去创业吧。 最近申报上市的一

家公司：米哈游，其资料显示，

2012

年

2

月

13

日，自然人蔡浩宇、刘伟、罗宇

皓、靳志成创立米哈游，注册资本

10

万元。 其中蔡浩宇认缴出资额为人民

币

6

万元，出资比例为

60%

；刘伟认

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4

万元， 出资比

例为

14%

；靳志成认缴出资额为人民

币

1.3

万元，出资比例为

13%

；罗宇

皓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3

万元，出

资比例

13%

。 公司运营

5

年，只得到

一笔数额不大的风险投资。 米哈游一

旦可以在

A

股上市， 他们

3

人估计将

成为财富膨胀速度最快的一群人，这

是任何股票投资、风险投资、房产投资

都无法匹敌的。

或许你没有这样的运气， 不宜创

业就去消费吧，去学习、去旅游，去健

身，让自己愉快些。 明天赚到的钱，没

有办法买来今天的快乐。 网上有个段

子，两个人同时领了巨额年终奖，一个

人买了别墅， 如今已经升值成亿元豪

宅；另一个买了汽车，成了一堆废铁。

现在两个人都步入老年， 面对当初的

选择，感慨万千，大家都认为买汽车的

人特别傻，可是谁又知道，当初的汽车

给他自己和家庭带来多少快乐和便

利？ 所以，不管怎样，别让钱闲着，花出

去就不用后悔。

对于股市和楼市， 投资者会把两者看作是一

种投资工具， 一种分析和理解经济发展状况的能

量场， 一种观察人性本质和群体行为的天然素材

库。 现如今，楼市不跌，股市不涨，如何选？

买楼买股 取决于你的投资能力

付建利

有钱的主最可能被问到的一个

关于理财的话题： 你是打算买楼还

是买股票？言下之意，你是看好房市

还是股市？ 华人首富李嘉诚近日就

被问：如果有

100

万，买楼还是买股

票？ 李嘉诚笑答：“要想一想才能回

答。 ”说实话，

100

万投点股票还行，

投资房产，在一线城市，人家会笑你

Low

的！

100

万连个首付都不够，还

投资个啥哦！ 如果我有

1000

万，问

我投资啥，我会说，取决于我的投资

分析能力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先梦想一下， 如果我被问有

1000

万，会如何作答呢？ 我也会像

李嘉诚那样说： 要想一想才能回

答，尽管我跟人家的差距何止天上

地下？ 我会在脑海里迅速梳理一

下，大致的结论是：用

500

万来投

资股票。 因为炒股票炒了十多年，

中间踏过太多的坑，把好不容易攒

的辛苦钱统统亏完过，但经过不断

反思， 最终还是把亏的钱赚回来

了。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一要做自

己了解的股票，不要“乱炒”；二要

学会止损；三要学会空仓。 尤其是

要学会止损， 以前我不懂得止损，

赚了一点就慌不迭地卖掉，生怕把

到手的利润亏掉了； 但倘若亏了，

就心疼不已， 舍不得及时止损，生

怕止损后第二天股票就涨回来。 现

在，我没学多大本事，但至少不会

让自己被深套， 这辈子都不会了！

哪怕错过一只牛股，也不会让自己

深套。 那种越跌越敢买的投资风

格，整体上不大适合我，因为我没

有足够的自信把一只股票研究个

通透，也就不敢在某只股票上越跌

越买。 我更喜欢的，是在自己了解

的股票上做顺势而为的事情。

就此说来， 如果我有

1000

万，

我首先就会拿

500

万来投资股票，

依据自己的策略， 至少不会让这

500

万有太大的损失。 从目前的

A

股市场来看， 虽然不大可能有大的

系统性机会， 但结构性投资机会还

是很多的， 甚至某些板块已经是小

牛市了，比如基建、白酒，涨得很厉

害了， 不少个股取得了堪比牛市时

期的涨幅。在我个人的能力范围内，

至少股票是我最熟悉的投资品种，

我最大的资产，肯定用来投资股票。

至于剩下的

500

万， 到底该投向哪

里呢？ 大宗商品、文物什么的，我基

本上是小白，不会去碰这些玩意，最

有可能的投资渠道，还是房产。

说到投资房地产，太多的国人

后悔不迭：如果前几年投资几套房

子，这辈子就够了！ 但世界上是没

有后悔药的，过去的十几年，可能

任何一个时期投资房产都是正确

的，尤其是在一线城市。 从另一个

角度而言，作为中国人，如果你过

去十多年没有投资过房产，我这里

主要指中产阶层，可能你这辈子就

与财务自由无缘了。 房价的一路飞

涨，始终伴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

接连出台。 问题是，房价压根儿不

怎么理会调控措施，飞涨的房价像一

头失缰的野马，这也让房地产调控被

戏谑为“空调”，也让始终唱多房价的

某位被称为“大炮”的房地产大佬声

名鹊起。

眼下， 各地限购限贷的政策如火

如荼，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涨上了天，

但是否天外还有天？ 以我的能力范围

来说，确实难以判断。房价涨到每平米

2

万的时候，好多人说太可怕了！ 涨到

4

万的时候，好多人说太恐怖了！ 涨到

8

万的时候，好多人说太不可思议了！

这种不可思议还能持续多久？ 我也不

知道。 我只知道， 以我个人的认知范

围，觉得房价涨得太高了，我不会在一

线城市投资房产了。 但我看好武汉等

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产，以武汉为例，中

部崛起是大的国家战略， 武汉是中部

中心，科技实力雄厚，人才优势突出，

相比一线城市， 房价整体还算处于合

理水平， 我至少会重点考虑去武汉投

资一套房子。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梦想，因为

前提是如果我有

1000

万。 我只想说，

无论我有多少钱，根据眼下的情形，我

第一位的投资考虑是股票， 第二位的

投资方向是少数城市的房产。 同时，我

绝不会把投资的品种集中在一个篮子

里。 一句话：无论投资什么，都必须是

我了解 的， 至少是我了解得多一点

的。 不熟悉的东西，或者我压根儿没法

了解的东西，比如投资奢侈品，即便给

我十个亿，我也不会去做的。

官兵/漫画

买房炒股都是刚需

张骞爻

假如我有

100

万， 到底是买房还是炒股？

对于老百姓真是个烧脑又虐心的话题。这个问

题当然很难，连首富李嘉诚都需要想一想。

不得不说在中国最有趣的一个经济现象

就是， 本来起伏不定的股市非得把自己打扮

成上涨的样子， 而本来一直都在上涨并且阶

段性暴涨的楼市却把自己说得非常平稳。 对

于老百姓，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这样的：目前的

房价，让人不踏实，受政策影响太大，后面到

底是涨还是跌，获利了也怕只是纸面财富；目

前的股市，让人望而生畏，有些股涨得也太疯

了， 错过了似乎很可惜， 有些股跌得毫无逻

辑，从新闻上见到太多一夜暴富和一夜赤贫，

这主要看运气。

经历了

2015

年股市的大起大落， 相信更

多人对炒股有了更理性的认识，认为投资房产

比投资股市更加稳健。 以笔者身边的人为例，

在股市亏钱以后，他们一般有两种选择，一种

是完全不管账户盈亏， 等待下一个牛市的到

来。 另一种就是割肉再追加资金出来买房，期

待在楼市里找回损失。

网络上太多的关于买房致富的段子，让

人认为买房是最稳健的身价翻倍途径 。 然

而， 从过去

30

多年中国房价变迁的历史，我

们发现一个事实是： 房价没有真正涨多少，

是货币超发在推着它走。 如果将房价换算成

当时的猪肉、 大米的价格， 除了一线城市房

子获得溢价外， 其他城市的房价在比值没有

发生多大变化。

一位朋友这么说：“如果你人到中年，创业

没有机会了，炒股票也没有内幕消息，对于投

资又不太熟悉， 到国外配置资产也没有条件。

那么，你抗御通胀的工具，还应该是大城市中

心城区的普通住宅，中小户型的。别被‘卖房炒

股’的说法忽悠，选择自己最安全的方式活着，

比赶时髦被骗要好很多。 ”

再来看看专家是如何建议的，财经作家吴

晓波认为， 老百姓需要加大对自己的投资，成

长进步到可以抵抗经济下行风险的程度，比如

年轻人可以去创业，不创业的人就把自己的工

作做得更加专业。 此外，再少的钱也要学会理

财投资。 买房是途径之一，房子在未来几年可

能不会像过去十年这样疯涨，但还是一个保值

性的商品。 就区域而言，北上广深的房价抗跌

性最强。

在去年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

上吴晓求说，如果你有

50

万，要在天安门附近

买房子，那就千万别买。 如果你现在要结婚买

房，不买房丈母娘不干了。 这个时候你就得买

房，因为人的生存是主要的，发展是第二位的。

如果你有很多钱，已经有了三四套房，再买房

就傻了，肯定是我这个方向———投资股市。 如

果是生存，还是要买第一套，哪怕到河北，也得

买去。

即使专家们都建议投资房产更加安全，但

是仍然有人对股市投资乐此不疲， 仍然保持

“

A

股虐我千百遍，我待

A

股如初恋”。 股票投

资家彼得·林奇曾经说过：“每一次危机， 看起

来都比上一次更严重。 在过去

70

多年历史上

发生的

40

次股市暴跌中，即使其中

39

次我提

前预测到， 而且在暴跌前卖掉了所有的股票，

我最后也会后悔万分的。因为即使是跌幅最大

的那次股灾，股价最终也涨回来了，而且涨得

更高。 ”

说到最后，到底是买房还是炒股？ 这个话

题真的无解，出于私心，笔者既想一夜暴富又

希望有一个安全的港湾。但从一个投资者的角

度来说，买房还是买股不应当是一个非此即彼

的选择，其实都是刚需，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拥

有一张健康、漂亮的个人资产负债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