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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价值投资 分享企业“真成长”

□本报记者 李良

初秋凉风乍起， 方告别夏日慵懒的成

都，便迫不及待地活动筋骨，宜居城市的生

活魅力， 便在日渐密集的车水马龙之中跃

然而出。 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证券报主

办、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承办的“2017年基

金服务万里行———建行·中证报‘金牛’ 基

金系列巡讲” 成都站活动于9月9日如期举

行。 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顾潇啸、汇添

富专户投资经理刘闯来到现场做主题演

讲，言简意赅却干货满满，让参会的投资者

受益匪浅。

顾潇啸表示，在供给侧改革的持续下，

此前暴涨的周期品价格不会迅速回落，高

位震荡的概率较大， 但缺乏继续涨价预期

的周期股，目前估值已经相对较高，明年存

在较大调整的可能。 而随着工作重心倾向

于实体经济，可以替代旧周期的新经济、新

周期会成为投资的新风口， 聪明资金其实

已经开始悄悄布局。

刘闯则认为， 虽然指数在3300点附近

震荡， 但是有一批公司会依靠出色的业绩，

让股价不断刷新历史新高，长期持有这批优

秀公司将会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他指

出，每个企业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都有

高峰和低谷，每个牛股诞生的背后都有阵痛

的调整期。优秀的企业家会带领企业不断前

行， 相信未来中国会诞生出一批优秀的企

业，长期持有这些企业将带来丰厚的回报。

刘闯：注重中长期投资 与优秀企业共同成长

□本报记者 李良

享有业内“选股专家” 声誉的汇

添富基金公司，在“2017年基金服务

万里行———建行·中证报 ‘金牛’ 基

金系列巡讲” 成都站中，派出了专户

投资经理刘闯与投资者分享“选股”

心得。 在巡讲中，刘闯表示，有一批公

司会依靠出色的业绩，让股价不断刷

新历史新高，长期持有这批优秀公司

将会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汇添富的投资秘诀就是找到这

些公司，然后长期持有，与优秀企业

共同成长。具体来说，就是“以深入的

企业基本面分析为立足点，挑选高质

量的证券，把握市场脉络，做中长期

投资布局，以获得持续稳定增长较高

的长期投资收益。 ” 这是汇添富始终

坚持的投资理念。

刘闯在现场与投资者分享了大

量优秀企业高速成长的投资案例。他

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内

需的扩大和中国企业不断参与全球

竞争，一批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正

在不断提高。 以电子产业为例，过去

30年，松下、索尼、东芝等一个个鼎

鼎大名的日系品牌风靡中国， 但是

30年过后， 这些品牌或巨亏， 或出

售， 或市场份额不断萎缩。 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由于日系企业没有跟上

此轮消费电子的创新步伐，另一方面

则由于中国企业的崛起抢占了他们

的市场份额。“再比如风靡世界的苹

果手机，有很多关键零部件都是由中

国上市公司制造， 比如电池、 耳机、

wifi天线、苹果标识的LOGO、连接

器等。 在苹果的供应链体系中，中国

优秀公司在不断抢占日、韩、美竞争

对手的市场份额，这批优秀上市公司

的净利润持续保持高增长，诞生出很

多牛股。 ” 刘闯进一步向投资者举例

说明。

刘闯同时认为， 中国有着14亿

人口的巨大市场， 虽然受制于宏观

经济增速放缓， 大部分行业的增速

出现了下滑， 但是自下而上仍能找

到一些细分的朝阳行业， 找到一批

优秀的上市公司。 以医药行业为例，

受制于医保控费，从2014年开始，医

药行业成长速度明显放缓， 但投资

者们也可以欣喜地发现， 中国优秀

企业顺利地通过了美国药监局的认

证，把最难出口的药品卖到了美国，

从片剂到注射剂， 中国企业的产品

正不断抢占印度和美国企业的市场

份额。 又如白酒行业，虽然经历调整

阵痛， 但一线白酒企业主动适应消

费者需求，重点挖掘民间消费潜力，

最近又出现了一线白酒供不应求、

批发价上涨的情况。

不仅如此， 伴随着消费升级，许

多新兴子行业不断涌现，其市场从无

到有，空间不断扩大，高毛利率和行

业快速扩张让相关上市公司业绩持

续高速增长。 刘闯举例表示，在实际

调研中会发现，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较

上一代有很大变化，如定制家具就正

在不断替代传统的实木家具，龙头企

业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这其中就出

现了一批涨幅惊人的大牛股。

“巨大的中国需求， 曾让全世界

其他国家诞生出很多牛股，比如日本

的TOTO卫浴， 有一半的收入来自中

国。 日本消费品中的药妆、 狮王、花

王、龟甲万酱油都是由净利润增长带

动股价上涨，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中国

消费者的购买。 而中国巨大的市场也

为本土的上市公司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各个行业优

秀上市公司竞争力的不断提高，未来

一定有一批公司续写这些故事。 ” 刘

闯说，“每个企业的成长都不是一帆

风顺，都有高峰和低谷，每个牛股诞

生的背后都有阵痛的调整期。 但优秀

的企业家会带领企业不断前行，我们

相信未来中国会诞生出一批优秀的

企业，长期持有这些企业将为投资者

带来丰厚的回报。 ”

顾潇啸：聪明资金正布局“新风口”

□本报记者 李良

在众多投资者还在为周期股而

躁动的时候，部分机构的视角却切换

到新经济的未来。 海通证券首席宏观

分析师顾潇啸在 “2017年基金服务

万里行———建行·中证报 ‘金牛’ 基

金系列巡讲” 成都站表示，周期性行

业的涨价浪潮已接近尾声，虽然在供

给侧改革的持续推动下，此前暴涨的

周期品价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荡，但缺

乏“成长” 预期的周期股，却有可能

因为估值透支而遭遇较大调整。 他同

时表示，新经济、新周期是下一个投

资的风口，聪明资金已经开始悄悄布

局创业板、人工智能等未来有望成为

新的投资热点。

重视大类资产配置

顾潇啸认为， 在近些年的投资

中， 大类资产配置的重要性与日俱

增。 如果没有做好大类资产配置，不

重视宏观研究， 即便精选到了基本

面不错的个股， 也很容易因为市场

风格的变化而导致较长时间和较大

幅度的亏损。 因此，他表示，未来一

段时间的投资中，“自上而下” 的投

资模式会成为主流， 先做好大类资

产配置的选择，确定好宏观面、政策

面的“风口” ，才有可能在市场波动

中赚钱。

“以人民币汇率变化为例。 在年

初的时候，出于对人民币贬值预期，许

多人会将手中的人民币换成美元，但

现在回头看， 伴随着人民币近期的大

幅升值， 这些急于持有美元的投资者

损失巨大。粗略估算，如果年初的时候

投资者去换完5万美元的额度， 到现

在，会亏损2万多元人民币，这就是美

元贬值带来的汇兑损益。 ” 顾潇啸说，

“这个案例充分告诉我们， 如果在投

资决策之前，没有看清楚宏观大势，没

有做好大类资产配置， 即便你天赋再

高、策略再优秀，最终仍逃不脱亏损的

泥沼。 这充分说明大类资产配置在当

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性。 ”

房地产仍是“稳定器”

那么，顾潇啸眼中的宏观大势是

怎样的？ 顾潇啸表示， 从数据来看，

2017年二季度GDP增速达到6.9%，创

一年半反弹新高， 而7月份的PMI也

跳升至51.4的高位，超出市场预期，其

中，房地产投资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上半年，全

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为5.1万亿

元，同比增长8.5%，增速较第一季度

低0.6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开发投资

额为3.4万亿元，同比增长10.2%。 房

地产投资超预期反弹得益于库存去

化速度加快。 今年虽然住宅销售增速

下滑较为确定，但连续两年新开工低

于销售， 库存的去化程度比较充分，

按过去一年销量水平计算的库销比

已下降至0.8。 去库存成效显著，促使

房地产投资反弹。

顾潇啸同时认为， 三四线城市的

棚户区改造和货币化安置对房地产投

资的推动作用显著。 为了刺激三四线

城市居民买房， 政府加大了棚户区货

币化安置力度， 其实质是将大量棚户

区住房拆掉， 然后将资金提供给棚户

区居民，让其购买当地商品房，从而在

短期形成巨大的购房需求。 在过去三

年， 中国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比例逐年

提升，从2014年的10%，到2015年的

29.9%，再到2016年的48.5%，而2017

年各地棚改货币化安置的目标平均约

60%，但得益于国家的大力鼓励，估计

实际货币化安置比例已经接近75%。

按照600万套以及户均85平方米测

算， 能够贡献3.8亿平方米商品房销

量，占当年商品房销量的21%，贡献了

8.3%的商品房销量增速， 接近全国

16.1%的商品房销量增速的一半。

但在顾潇啸的眼里，依靠棚户区

改造而繁荣的房地产投资，也会随着

去库存的成功和棚户区改造的完成

而下滑，但将重点转向新经济、新周

期会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弥补

旧周期退出的“短板” 。 反映在投资

布局上，便是不宜再追高三四线城市

的房地产，转而拥抱新经济和新周期

的投资品种。

而针对周期股近期的强势，顾潇

啸表示，PPI今年仍会处于高位，但明

年的商品价格会呈现一个震荡市，因

为单纯依靠供给侧改革推高的商品

价格存在一个天花板，但在供给侧改

革仍在持续的同时，商品价格也不存

在大幅下跌的基础，因此高位震荡是

大概率事件。 因为股票的投资逻辑着

眼于估值，在周期品价格不再继续暴

涨后， 周期股的盈利增速会显著放

缓，从而支撑不了目前相对较高的估

值，周期股可能会因此而出现较深度

的调整。 而作为周期股的后周期行

业，金融股也可能会如此。

拥抱投资“新风口”

对于下一阶段的投资布局，顾潇

啸认为，从长线考虑，可布局教育和

人工智能等未来风口。

顾潇啸认为，人工智能是未来经

济的新风口，也是值得长期布局的重

要行业。 因为从各方面来看，智能产

品都已经深度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之

中，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工

智能还会对人类的工作、生活等各方

面产生更广泛、更深的影响。

“人工智能将成为第三波科技浪

潮的关键词。 在第一波科技浪潮中，

出现了微软、思科等软件巨头；在第

二波科技浪潮中，谷歌、脸书等互联

网巨头崛起；而第三波浪潮中，掌握

最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有望崛

起。 因此，选择创新能力强，并有着良

好商业化基础或者能力的公司布局

是长线投资的好方向。 ” 顾潇啸说。

顾潇啸还同时表示， 从今年以来

中国相关资产在全球的表现来看，表

现好的资产主要可以归功于两大类，

一是和消费有关，比如家电、家具、食品

饮料、化妆品等；二是和服务业有关，比

如社交、教育、互联网零售、快递、旅游

度假、保险等。 中国经济从工业投资向

服务消费转型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服

务和消费类资产是未来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