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配资“露头” 隐现资金入场 （大）

公私募基金激辩“牛市要来”

本报记者 刘夏村

种种迹象显示，多路资金正在入场 A股。

知情人士透露，高杠杆的民间股票配资最近又有重新活跃之势。 与此同时，统计数据显示，作为场内杠杆资金，两融余额最近实现“9连增” ，时隔 10个月后再次突破 9600亿元大关。 有基金经理认为，加杠杆的散户入场，是推动近期行情的力量之一。 受人民币汇率大涨等因素影响，业内预计资本流入与A股强势的行情相互促进，有望持续。

在一些公私募基金经理看来，从市场情绪、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企业经营状况看，A股已经进入结构性慢牛行情。 但也有基金经理认为，最近相对强劲的走势，来自对景气周期结构性过热的反应，并不是估值的整体抬升。 上证综指回升到3300点以上，之后的博弈难度在加大。 值得关注的是，相对于对市场走势的分歧，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基金经理普遍认为，三四季度业绩向好的龙头股仍存在较大的投资机会。

多路资金入场

伴随着A股走势回暖，“销声匿迹” 许久的民间股票配资近期又有活跃之势。 某金融机构业务负责人透露，最近一两周，已经有几家配资公司找上门来，希望从他那对接资金。 该负责人说：“我这边已经很久没有配资公司过来谈业务，最近这种现象才多起来，有一家配资公司张口就要 40亿元的资金，说明他们的需求最近还是比较旺盛。 ”

在2015年，民间配资也经历了一轮“过山车” 。 2015年7月 12日，监管部门连下两道“金牌” ，《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表示：“一段时期以来，部分机构和个人借助信息系统为客户开立虚拟证券账户，借用他人证券账户、出借本人证券账户等，代理客户买卖证券，违反了《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关于证券账户实名制、未经许可从事证券业务的规定，损害了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股票市场秩序。 近日随着市场回稳 ，这些违法现象又出现了卷土重来的势头，可能再次危及股票市场平稳运行，必须予以清理整顿 。 ” 同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也向各地网信办和网站下发通知，要求全面清理“配资炒股” 等违法网络宣传广告信息。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在强力监管和“股灾” 引发亏损的背景之下 ，民间股票配资开始式微 ，并转入地下。 知情人士透露，在2015年虚拟账户交易系统被关闭后，目前股票配资主要采用借用他人证券账户的形式开展。

除了民间股票配资外，场内资金也在近期呈现加杠杆的趋势。 据Wind统计，截至9月7日 ，两融余额达到9650 .19亿元，不仅实现了自8月25日以来的“9连增” ，且是自2016年11月以来再次突破9600亿元大关。 东方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郭瑞认为，两融余额连续提升，显示市场偏好的情绪性升温。 加杠杆的散户入场，是推动近期行情的力量之一。

除此之外 ，外资也在加速涌入A股。 据星石投资统计，今年以来，外资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北上的速度明显加快。 2015年和 2016年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 792亿元，而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净流入已经达到1189亿元，超过过去两年之和。 星石投资认为，外资进入 A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A股市场的结构性牛市，另一方面在于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大涨。 和聚投资表示，短期人民币持续强势升值，在美元持续走弱的背景之下，年初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约6%，仍大幅小于美元指数自身的跌幅 ，汇率变化的原因来自对各国经济预期、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资本流入与A股强势的行情相互促进，有望持续。

不过，某明星公募基金经理认为，短期来看，A股很难有持续的增量资金流入，A股历来的增量资金主力都是来自个人投资者，这些资金入场的先决条件是有赚钱效应，尤其是产业资本入场带来的赚钱效应 ；而目前产业资金仍处于大幅减持净流出的状态 ，更多地展现的是亏钱效应。

激辩“牛市是否要来”

对于资金面的探讨，泓德基金副总经理邬传雁表示：“对于 A股市场，资金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影响因素，更重要的是长期投资逻辑，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处于一个结构性的慢牛当中，长期的逻辑才刚刚开始 。 ” 事实上，随着市场走势向好，近期对于A股进入慢牛行情，甚至有望进入牛市的讨论开始热烈起来。

对此，星石投资认为，从基本面的角度看，国内宏观经济的韧性强劲，未来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供给侧改革带来各行各业的产能出清，使得强者恒强的效应继续存在，这保证了A股的牛市行情。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金融监管虽然继续推行，但在市场预期充分的情况下，对流动性影响不大，总体而言流动性保持在不松不紧的状态，这保证了A股是“慢牛” 而非“疯牛” 。

上海千波资产总经理束其全亦认为，A股实际是“小碎步慢牛” 。 从全球市场来看，外围市场走强，验证宏观经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做多的意愿更加强烈；相对来说，A股仍处于较低的位置 ，会不断吸引外资进场。 从国内政策面来看，“供给侧” 改革的深入，化解了落后产能 ，补库需求强烈，提高了企业的经营利润，修复了资产负债表。 从市场成交量来看，沪深两市的成交量逐步温和放大，权重板块轮番上涨，投资者信心指数已达到两年来的高点。 郭瑞亦表示，对于后市整体上比较乐观，沪指突破3300点之后，有望继续上涨。

不过，重阳投资基金经理王明聪认为，A股接下来的机会依然是结构性的。 近期市场博弈氛围抬升，围绕经济、流动性的讨论很多，各家机构的分歧也较大。 沪指回升到 3300点以上，之后的博弈难度在加大。

“最近相对强劲的走势，来自对景气周期结构性过热的反应，并不是估值的整体抬升。 ” 天弘基金基金经理肖志刚如是说。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募基金经理认为，随着近期市场上涨，慢牛、牛市、新周期等言论不绝于耳，但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长期逻辑虽在，但转型本身不会一蹴而就，其中可能存在曲折与坎坷，用转型的长逻辑来定义短期的市场变化有失偏颇 。 在短期，我们更加关注三四季度的经济数据，进而判断需求端是否有效提升，再对市场进行论断 。

三四季度业绩为王

“相对于去判断市场走势，坚守拥有扎实基本面的优质上市公司可能是风险收益比更好的一种策略。 ” 王明聪认为，A股价值投资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 事实上，这一观点颇具代表性。 在中国证券报记者的采访中，多家公私募基金认为，有业绩支撑的绩优股是三四季度的主要投资机会。

星石投资认为，三四季度市场大概率将保持震荡向上的走势，强者恒强的效应依然存在，业绩向好的龙头股将会存在较大的投资机会。 郭瑞进一步表示，中小创的科技龙头股尤其值得关注。

和聚投资表示，未来市场仍将以结构性分化的格局出现，重点关注基本面业绩有支撑，且下半年即将迎来催化的龙头品种。 如基建 、环保领域PPP相关的龙头企业，逆周期属性下，下半年投资预计保持较高增速，同时叠加雄安规划的事件驱动；供需紧平衡下行业经济向上、盈利显著改善的化工、造纸、维生素等领域周期性行业；以及一些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细分的成长龙头。

束其全认为，对于三四季度的投资机会，看好以下几个主线。 第一，尤其是四季度年报发布前后，创业板里一些优秀公司的业绩将进一步向好，业绩上升而估值回落 ，凸显投资价值，价格处于低位，筹码相对便宜，投资价值将好于传统白马股，可取得较大的投资收益。 这主要集中在网络游戏、传媒 、半导体、元器件等行业。 第二，关于国企改革的推动有望出现更实质的动作，国企改革的标的公司有诞生黑马的机会。 第三是“供给侧 ” 改革受益板块 ，“供给侧” 推动企业“去产能 、去库存” ，企业业绩持续好转，一些龙头公司业绩有望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股价也会继续高走。

从长期来看，邬传雁认为，A股未来上涨的动力还是来源于新兴的中小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的特点和差异会很大，但其中必定有一部分会成长为新的蓝筹。 成长起来的那部分企业，会有长远的价值和较大的涨幅，所以对整个板块来说，成长股会成为推动中国股市上涨的主要动力。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场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政策的作用使得很多传统产业短期盈利改善，而偏成长的行业经历了一个深度调整，创业板下跌明显，中国股市被强行撕裂成两块，短期逻辑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 中期而言，周期类行业风险加速积累，部分价值型股票面临高估的风险 ，部分成长股的投资价值将得到发掘。 当前市场风格的转换正慢慢朝着对成长有利的方向在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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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资金入场

伴随着A股走势回暖，“销声匿迹” 许久的

民间股票配资近期又有活跃之势。 某金融机构

业务负责人透露，最近一两周，已经有几家配资

公司找上门来，希望从他那对接资金。该负责人

说：“我这边已经很久没有配资公司过来谈业

务，最近这种现象才多起来，有一家配资公司张

口就要40亿元的资金， 说明他们的需求最近还

是比较旺盛。 ”

在2015年，民间配资也经历了一轮“过山

车” 。2015年7月12日，监管部门连下两道“金

牌” ，《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

的意见》表示：“一段时期以来，部分机构和

个人借助信息系统为客户开立虚拟证券账

户， 借用他人证券账户、 出借本人证券账户

等，代理客户买卖证券，违反了《证券法》、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关于证券账户实

名制、未经许可从事证券业务的规定，损害了

投资者合法权益， 严重扰乱了股票市场秩序。

近日随着市场回稳，这些违法现象又出现了卷

土重来的势头， 可能再次危及股票市场平稳

运行，必须予以清理整顿。 ” 同日，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也向各地网信办和网站下发通

知，要求全面清理“配资炒股” 等违法网络宣

传广告信息。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在强力监管和“股

灾” 引发亏损的背景之下，民间股票配资开始

式微，并转入地下。 知情人士透露，在2015年虚

拟账户交易系统被关闭后， 目前股票配资主要

采用借用他人证券账户的形式开展。

除了民间股票配资外， 场内资金也在近期

呈现加杠杆的趋势。据Wind统计，截至9月7日，

两融余额达到9650.19亿元， 不仅实现了自8月

25日以来的“9连增” ，且是自2016年11月以来

再次突破9600亿元大关。 东方基金公司的基金

经理郭瑞认为，两融余额连续提升，显示市场偏

好的情绪性升温。加杠杆的散户入场，是推动近

期行情的力量之一。

除此之外，外资也在加速涌入A股。 据星

石投资统计，今年以来，外资通过沪港通和深

港通北上的速度明显加快。 2015年和2016年

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792亿元，而今年前七个

月的累计净流入已经达到1189亿元，超过过

去两年之和。星石投资认为，外资进入A股的

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A股市场的结构性牛

市， 另一方面在于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大涨。

和聚投资表示， 短期人民币持续强势升值，

在美元持续走弱的背景之下，年初以来人民

币兑美元升值约6%，仍大幅小于美元指数自

身的跌幅， 汇率变化的原因来自对各国经济

预期、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人民币升值带来

的资本流入与A股强势的行情相互促进，有

望持续。

不过， 某明星公募基金经理认为， 短期来

看，A股很难有持续的增量资金流入，A股历来

的增量资金主力都是来自个人投资者， 这些资

金入场的先决条件是有赚钱效应， 尤其是产业

资本入场带来的赚钱效应； 而目前产业资金仍

处于大幅减持净流出的状态， 更多地展现的是

亏钱效应。

激辩“牛市是否要来”

对于资金面的探讨， 泓德基金副总经理邬

传雁表示：“对于A股市场， 资金面只是一个阶

段性的影响因素，更重要的是长期投资逻辑，总

的来说我们还是处于一个结构性的慢牛当中，

长期的逻辑才刚刚开始。 ” 事实上，随着市场走

势向好，近期对于A股进入慢牛行情，甚至有望

进入牛市的讨论开始热烈起来。

对此，星石投资认为，从基本面的角度看，

国内宏观经济的韧性强劲， 未来将继续保持较

高的增速， 供给侧改革带来各行各业的产能出

清，使得强者恒强的效应继续存在，这保证了A

股的牛市行情。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

性，金融监管虽然继续推行，但在市场预期充分

的情况下，对流动性影响不大，总体而言流动性

保持在不松不紧的状态， 这保证了A股是 “慢

牛” 而非“疯牛” 。

上海千波资产总经理束其全亦认为，A股

实际是“小碎步慢牛” 。 从全球市场来看，外围

市场走强，验证宏观经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做

多的意愿更加强烈；相对来说，A股仍处于较低

的位置，会不断吸引外资进场。从国内政策面来

看，“供给侧” 改革的深入，化解了落后产能，补

库需求强烈，提高了企业的经营利润，修复了资

产负债表。从市场成交量来看，沪深两市的成交

量逐步温和放大，权重板块轮番上涨，投资者信

心指数已达到两年来的高点。郭瑞亦表示，对于

后市整体上比较乐观，沪指突破3300点之后，有

望继续上涨。

不过，重阳投资基金经理王明聪认为，A股

接下来的机会依然是结构性的。 近期市场博弈

氛围抬升，围绕经济、流动性的讨论很多，各家

机构的分歧也较大。沪指回升到3300点以上，之

后的博弈难度在加大。

“最近相对强劲的走势，来自对景气周期结

构性过热的反应，并不是估值的整体抬升。 ” 天

弘基金基金经理肖志刚如是说。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募基金经理认为，随

着近期市场上涨，慢牛、牛市、新周期等言论不

绝于耳， 但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长期逻辑

虽在，但转型本身不会一蹴而就，其中可能存在

曲折与坎坷， 用转型的长逻辑来定义短期的市

场变化有失偏颇。在短期，我们更加关注三四季

度的经济数据，进而判断需求端是否有效提升，

再对市场进行论断。

三四季度业绩为王

“相对于去判断市场走势， 坚守拥有扎实基

本面的优质上市公司可能是风险收益比更好的一

种策略。 ” 王明聪认为，A股价值投资的黄金时代

已经来临。 事实上，这一观点颇具代表性。 在中国

证券报记者的采访中，多家公私募基金认为，有业

绩支撑的绩优股是三四季度的主要投资机会。

星石投资认为， 三四季度市场大概率将保

持震荡向上的走势，强者恒强的效应依然存在，

业绩向好的龙头股将会存在较大的投资机会。

郭瑞进一步表示， 中小创的科技龙头股尤其值

得关注。

和聚投资表示，未来市场仍将以结构性分化

的格局出现，重点关注基本面业绩有支撑，且下

半年即将迎来催化的龙头品种。 如基建、环保领

域PPP相关的龙头企业，逆周期属性下，下半年投

资预计保持较高增速，同时叠加雄安规划的事件

驱动；供需紧平衡下行业经济向上、盈利显著改

善的化工、造纸、维生素等领域周期性行业；以及

一些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细分的成长龙头。

束其全认为，对于三四季度的投资机会，看

好以下几个主线。第一，尤其是四季度年报发布

前后， 创业板里一些优秀公司的业绩将进一步

向好，业绩上升而估值回落，凸显投资价值，价

格处于低位，筹码相对便宜，投资价值将好于传

统白马股，可取得较大的投资收益。这主要集中

在网络游戏、传媒、半导体、元器件等行业。 第

二， 关于国企改革的推动有望出现更实质的动

作，国企改革的标的公司有诞生黑马的机会。第

三是“供给侧” 改革受益板块，“供给侧” 推动

企业“去产能、去库存” ，企业业绩持续好转，一

些龙头公司业绩有望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股价

也会继续高走。

从长期来看，邬传雁认为，A股未来上涨的动

力还是来源于新兴的中小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的

特点和差异会很大，但其中必定有一部分会成长

为新的蓝筹。 成长起来的那部分企业，会有长远

的价值和较大的涨幅，所以对整个板块来说，成

长股会成为推动中国股市上涨的主要动力。 从

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场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政策

的作用使得很多传统产业短期盈利改善， 而偏

成长的行业经历了一个深度调整， 创业板下跌

明显，中国股市被强行撕裂成两块，短期逻辑被

演绎得淋漓尽致。 中期而言，周期类行业风险加

速积累，部分价值型股票面临高估的风险，部分

成长股的投资价值将得到发掘。 当前市场风格的

转换正慢慢朝着对成长有利的方向变化。

资金入场 民间配资“露头”

公私募基金激辩“牛市要来”

□本报记者 刘夏村

种种迹象显示，多路资金正在

入场A股。

知情人士透露，高杠杆的民间

股票配资最近又有重新活跃之势。

与此同时，统计数据显示，作为场

内杠杆资金， 两融余额最近实现

“9连增” ， 时隔10个月后再次突

破9600亿元大关。 有基金经理认

为，加杠杆的散户入场，是推动近

期行情的力量之一。 受人民币汇

率大涨等因素影响，业内预计资本

流入与A股强势的行情相互促进，

有望持续。

在一些公私募基金经理看来，

从市场情绪、宏观经济政策、货币

政策、 企业经营状况看，A股已经

进入结构性慢牛行情。 但也有基

金经理认为， 最近相对强劲的走

势，来自对景气周期结构性过热的

反应，并不是估值的整体抬升。 上

证综指回升到3300点以上， 之后

的博弈难度在加大。 值得关注的

是，相对于对市场走势的分歧，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基金经

理普遍认为，三四季度业绩向好的

龙头股仍存在较大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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