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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演绎“慢牛” 行情 全球视野寻找新机遇

□

本报实习记者 万宇

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证券报主办、易方达基金

承办的 “2017年基金服务万里行———建行·中证报

‘金牛’基金系列巡讲”黑龙江专场活动于9月8日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200余名投资者聆听了专家

和基金经理关于市场走势及投资策略的分析。

易方达基金副总裁陈彤介绍， 易方达已经成为

全国规模最大、管理能力最强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截至2017年6月底， 易方达管理资产总规模超过1.1

万亿元， 其中公募资产管理规模共5000亿元左右，

排名行业第三，偏股型基金管理规模是1900亿元左

右，排名行业第一。 易方达基金目前已有逾6300万

个人客户， 公司旗下的固定收益和权益类基金业绩

双双领先，14次荣获年度金牛基金公司。今年以来易

方达消费行业以34.75%的业绩荣获上半年股票型

基金第一名， 易方达安心回报以8.06%的收益率荣

获上半年债券基金第一名。展望未来，易方达将继续

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通过服务渠道、服务投资者，

成为一个优秀的资产管理公司。

申万宏源首席策略分析师王胜表示，2016年初以

来，全球股市走的是“业绩牛”而非“估值牛” ，A股市

场“慢牛” 行情继续演绎，迎来长期价值投资机遇

期，投资者要开始去看一些代表中国经济未来成长方

向的标的，成长公司不仅分布在A股，同样分布在H股

甚至是美股中概股，因此，全球化的投资视野来寻找中

国核心资产将会带给投资者更大的投资机遇。

东兴证券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张金洋表示， 我国

大健康产业已经进入黄金时代， 未来还有巨大的增量

空间，大健康领域将呈现优胜劣汰、强者恒强，“非药崛

起” ，百花齐放的发展趋势，投资机会精彩纷呈。

易方达现金管理部基金经理石大怿认为，基金投

资的关键在于控制住亏损风险， 应注意避免过度保守

操作，控制亏损的幅度和次数，不要一味追求当前最好

的资产或者业绩最好的基金， 不要过度追求短期相对

排名，应注重中长期稳健表现，坚持长期价值投资。

石大怿：顺应基本面 注重中长期稳健表现

□

本报实习记者 刘宗根

在 “2017年基金服务万里行———建

行·中证报‘金牛’ 基金系列巡讲” 哈尔滨

专场活动中，易方达现金管理部基金经理

石大怿表示，经济周期波动是决定资产配

置的主要力量，中长期的利率判断跟基本

面关系紧密，投资债券基金时应顺应经济

基本面和政策周期，控制亏损风险，注重

中长期的稳健表现。

把握基本面投资逻辑

石大怿表示，经典的美林投资时钟理

论按照经济增长与通胀的不同搭配，将经

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复苏、过热、滞胀

和衰退， 而四个不同阶段分别对应股票、

商品、现金和债券四大类资产的表现要好

于其他资产。 在他看来，周期思维对何时

选择债券基金而言至关重要，投资中第一

步需要确定在经济周期中的位置，进而决

定对于不同资产的配置比重。

他表示，以股票类比，宏观研究类似

于债券的基本面研究，不同的因素在不同

的时期影响程度不同，市场反映的更多的

是预期， 如果经济好的预期被完全反映

了，那么经济数据不及预期也会带动利率

下行，因此宏观落实到策略需要综合考虑

基本面、市场情绪以及可能事件的冲击等

诸多因素。

控制亏损风险

石大怿认为，除了固定的票息收入之

外，套息收入、骑乘收入、价差收入以及个

券选择构成了债券组合的主要收益来源。

长期投资中，复利的微小差异会带来结果

的巨大差别，不能低估复利的力量；与此

同时，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单位收益增

强所承受的风险并不是线性增加的———

为了追求1%的更高收益，承担亏损的风险

可能远大于1%。

他表示， 不论采取何种投资策略，关

键在于控制亏损风险。 例如1991年-2005

年， 美国基金经理比尔·米勒曾经连续13

年战胜市场，但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

暴跌55%，远超当时的市场跌幅，导致其前

10年的盈余全部抹去。 选择配置高风险资

产的策略，在某一段时间内未必就能获得

更高的收益，原因还在于实际的投资过程

中投资者往往面临一些条件的限制，比如

投资期限、客户资金的稳定性、人性的弱

点等等。 例如基金经理投资股票资产，如

果投资期限过短、资产下跌时组合遭遇赎

回，或者资产下跌时基金经理因为厌恶风

险的心理原因从而在底部清仓，这些因素

都会导致即使承担了资产的高风险也得

不到相应的高回报。

石大怿建议，投资债券基金应注意以

下四点：一是避免过度保守操作，积极寻

求收益率的提升；二是控制亏损的幅度和

次数，适度承担风险，避免过高风险暴露；

三是频繁切换，追求当前最好的资产或者

业绩最好的基金从长期来看都不是最优

选择；四是投资基金时，不要过度追求短

期相对排名， 应注重中长期稳健表现，坚

持长期价值投资。

张金洋：大健康产业进入黄金时代

□

本报实习记者 万宇

9月8日， 在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证

券报主办、易方达基金承办的“2017年基金

服务万里行———建行·中证报‘金牛’ 基金

系列巡讲”黑龙江专场活动现场，东兴证券

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张金洋表示，大健康产

业已经进入黄金时代，未来大健康领域将呈

现优胜劣汰、强者恒强，“非药崛起” ，百花

齐放的发展趋势，投资机会精彩纷呈。

产业发展将进入快车道

张金洋认为， 从产业规模角度看，中

国大健康产业的规模巨大且持续维持高

速增长，2010年， 我国健康服务产业市场

规模不到2万亿元， 到2015年我国健康服

务产业已经接近4万亿元。 即便近几年我

国大健康产业规模稳步提高，增速持续高

于GDP增速，但对比美国2011年大健康产

业100美元的人均消费， 我国同期人均消

费仅7美元，未来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张金洋表示，从产业结构角度看，通常

大健康产业中主要包含医疗产业、 医药产

业、健康养老、保健品产业、健康管理服务

几大板块，美国大健康产业结构中，医疗药

品和器械占比较少，健康服务占比巨大，而

中国大健康产业结构中， 医药产业占比过

大，对比发达国家发展趋势，当下健康服务

类的空白和短缺将在未来为中国大健康产

业的规模提供巨大的增量空间。

在需求端角度，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

明显，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达到

2.2亿， 预计2050年该数量将突破4亿，长

期来看，对医疗资源需求将急剧上升。 同

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人工作压

力的加大等因素驱动，目前国内人均用药

水平逐年上升，未来仍有较大上行空间。

大健康领域未来强者恒强

张金洋表示， 未来在政策驱动下，大

健康产业将得到结构优化。 医药行业近两

年政策密集出台，“供给侧改革” 趋势明

显，对从研发、生产、流通、终端这一整条

产业链影响深远，而长期来看必然是优胜

劣汰、强者恒强，“非药崛起” ，百花齐放。

中长期看，未来5到10年，甚至更长时

间，张金洋认为应该从行业分化大趋势中

寻求投资机会，他建议关注以下五大投资

主线： 医改新政推进催生的投资机会，泛

创新带来的投资机会，泛服务带来的投资

机会，国际化带来的投资机会，以及高景

气度领域带来的投资机会。

中短期看未来3到5年， 从支付端看，

存在两大机会主线：一是“医保存量再分

配及结构优化” ，大检测崛起、中药饮片崛

起、刚需用药崛起、创新药崛起；二是“消

费升级” ，医药消费品崛起、高端治疗用药

崛起，如生长激素、二类苗。

从供给侧看，“供给侧改革” 持续进

行， 工业端和消费端都会从 “劣币驱良

币” 到“良币驱劣币” ，企业数量将减少，

强者恒强，行业龙马趋势更加明显。

张金洋表示，过去20年，中国大健康产

业是以医药产业为主体， 医药行业野蛮扩

张的时代。未来的几十年，中国的大健康产

业将进入到泛健康领域， 医药行业也将进

入到结构优化、细分领域百花齐放的时代，

大健康领域未来投资机会将精彩纷呈。

王胜：全球视野践行龙头投资

□

本报实习记者 刘宗根

在“2017年基金服务万里行———建行·中证报‘金牛’ 基

金系列巡讲” 哈尔滨专场活动中，申万宏源首席策略分析师

王胜表示，经济“脱虚入实” 大背景下，市场“慢牛” 行情继续

演绎，A股迎来长期价值投资机遇期。

业绩支撑A股“结构牛”

王胜表示，2016年初以来，全球股市走的是“业绩牛” 而

非“估值牛” ,A股市场出现“确定性溢价” 可视为全球股市

特征的一种映射，因此，申万宏源策略团队在2017年3月继续

推荐了“漂亮50” ，并在5月末喊出了底部区域。

在王胜看来，金融去杠杆是金融整肃、脱虚入实的一个

子集，监管的重点落在资金池业务、多层嵌套、影子银行等

方向上，重点是引导脱虚向实。

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业绩整体稳中向好，分产业来看，

2017年第二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同比改善的板块主要集中在

军工、钢铁和部分下游，强周期板块的经营性现金流普遍有所

提高。 当然， 也要看到部分中游制造业现金流还是受到了冲

击，但2018年这样的情况随着PPI的回落将会有所改善。

相比周期股的业绩表现， 中小创显得有些逊色。 王胜认

为，2017年第二季度中小创业板内生增速继续放缓，但增速并

不算低。 剔除温氏股份和过去一年并购重组的创业板利润同

比增速从2017年第一季度的21.9%下滑至2017年第二季度的

19.2%；剔除金融和过去一年并购重组的中小板利润同比增速

从2017年第一季度的27.9%下滑至2017年第二季度的23.3%。

迎长期价值投资机遇

王胜指出， 现阶段A股行业和板块的估值整体处在一个

历史中位水平，除了市场一致看好的金融周期龙头，今年年底

到明年上半年看好两个行业的投资机会： 一个是商贸零售行

业，该行业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估值不高，而未来CPI的

上行预期会带动估值；另一个是环保行业，周期品的价格上涨

虽然并未带来环保股的拉升，不过随着周期公司盈利的改善，

将更愿意承担环保成本，对于环保的投资将会大幅增加，环保

行业或迎来投资机遇期。

A股之外，王胜同样看好港股。他说：“我比较看好沪港深相

关产品，港股在改变它的投资者结构，以前离岸市场投资者不熟

悉中资公司，信息不对称导致折价，但随着南下资金参与度的提

高，折价将逐步得到修复。 ”在他看来，港股在震荡中前行，未来

会走出长期牛市，对于沪港深产品来说，值得持续关注。

王胜认为，“识得庐山真面目，轻舟已过万重山” ，价值股

的牛市已走到中后段。对投资者来说，要逐渐开始去看一些代

表中国经济未来成长方向的标的， 这些成长公司不仅分布在

A股，同样分布在H股甚至是美股中概股，因此全球化的投资

视野来寻找中国核心资产将会带给投资者更大的投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