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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A股结构性机会和债券基金配置价值

———2017年四季度基金投资策略

□基玉金服产品研究部总监 王凯申

A股市场展望：

企业盈利推动A股上行，四季度仍以结构性行情

为主

虽然今年以来指数涨幅不大， 但是A股的结构

性机会带来的赚钱效应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在三季

度，各风格指数均有所表现，而8月份以来创业板更

是止跌反弹，使得市场风格和热点更为多元。

企业盈利是驱动市场上行的核心因素，估值与

盈利匹配个股是首选。 从企业的盈利状况来看，资

产周转率的回升带动ROE从底部回升，从而使A股

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得到改善， 进入中期上升周期。

随着深港通的开通以及A股纳入MSCI指数体系，

A股的估值体系和投资理念正在加速国际化。 目前

来看，业绩是今年支撑股价上涨的核心因素，四季

度布局仍然建议关注估值与盈利匹配度好的行业

与个股。

成长风格开始具有比较优势。 2016年2月熔断

以来，蓝筹和成长风格走出了分化行情，今年尤为突

出。 上证50的PE从2016年2月末最低的8.52上涨到

今年8月末的11.65，上涨了36.7%。 而同期创业板指

由于估值与盈利双杀，PE从48.70下跌到42.33，下跌

了13%。 如果以2015年末的71.76倍来计算，则下跌

了41%。虽然创业板绝对估值仍然较高，但调整已经

相对充分，开始具有比较优势。

政策面需重点关注国企改革与环保限产。 下半

年以来，国企改革明显加速，央企混改、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试点、 央企兼并重组等多条线路均取得明显

进展。 而中央环保督察是从环保部门牵头到中央主

导，从查企业为主转变为“查督并举，以督政为主” ，

这是我国环境监管模式的重大变革。因此，从长远来

看，我们认为环保限产有助于优化行业竞争格局，提

升龙头企业的竞争能力。

四季度还需关注公募基金的博弈因素。 四季度

是公募基金排名的关键时期， 博弈因素会对行情产

生一定影响。过去5年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基金通过

四季度的博弈行为成功逆袭。 前三季表现相对落后

的基金要在四季度实现逆袭， 肯定需要在当前低配

以及涨幅相对落后的行业板块中去寻找机会。因此，

基金低配以及涨幅相对落后的行业板块更值得在四

季度关注， 尤其是其中具有明显催化因素的行业和

板块。

三季度以来，市场的结构与风格开始发生变化，

更趋多元化。从选股上，估值与盈利匹配仍然是确定

性较高的投资逻辑， 结合成长风格的触底反弹以及

四季度基金博弈的因素， 我们建议关注低估值性价

比、优质成长、消费升级和业绩改善四条主线。

低估值、 盈利稳定的行业和个股是风格切换行

情中“不容易犯错” 的品种。 从行业优选的角度，我

们用PB和ROE的匹配度来衡量不同行业 “性价

比” ，优选ROE相对较高、PB估值相对较低的品种，

比如银行、地产、建筑、交运等板块。 在四季度A股

ROE持续回升的背景下， 这些PB相对较低、ROE相

对较高的行业板块具备估值向上修复的潜力。

在风格切换或扩散的过程中，业绩优异的优质

成长股将迎来估值提升的机会，重点关注有明确催

化剂的板块和品种。以近期受到关注的新能源汽车

为例，受到“双积分政策” 和电动物流车的双重催

化。 从第一电动网的数据预测来看，2017年-2018

年将是电动物流车的快速增长期，优质成长叠加政

策、主题催化，带动了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链的投

资机会。

消费升级与机构低配带来服务业配置机会。 截

至2017年8月末，A股服务业总市值占比约38%，与

实体经济中已经开始崛起的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变化

尚不能完全匹配。 而截至2017年6月末，从三大产业

对GDP的累计同比贡献率来看， 第三产业已经占到

59.1%。 从基金二季度报告中的行业配置来看，相关

行业的配置比例仍然较低。 预计在消费升级的驱动

下，消费性服务业将带来一波配置机会。以出境游相

关产业为例，受地缘政治、暴恐袭击、人民币贬值等

因素压制，2016年出境游人次增速出现下滑， 处于

近几年低位。 但随着当前人民币持续升值并创出新

高，出境游需求有望持续复苏。 尤其是5月份以来人

民币对美元和一篮子货币出现了大幅升值， 以人民

币计价而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在海外的行业将因

此受益。 出境旅游天然享受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

率优惠，促进了更多出境游的需求，相关行业旅游和

航空将因此受益。

关注基本面边际改善、业绩提升的行业和板块。

以券商板块为例，随着A股指数震荡上行，投资者的

风险偏好开始上升， 市场的交易量和两融余额持续

提升，券商的基本面得到边际改善。 此外，从8月起

IPO家数和规模也较之前显著增加， 贡献了券商的

投行业务收入。 券商板块在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中的

配置比例较低，根据基金半年报显示，券商板块的基

金持仓比例不足1%，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此外，在整

个大金融板块中，券商板块的涨幅也相对落后。截至

9月8日，申万二级行业指数中，今年以来保险指数涨

幅为49.09%，银行指数涨幅为13.43%，而券商指数

涨幅仅为2.75%，远远落后于其他子行业，存在补涨

需求。

债券市场展望：

预计震荡延续，市场僵持或是配置机会

从短期影响债券市场的因素来看，8月份公布的

经济数据回落， 工业增加值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

不及预期，债券市场有所上涨。但是我们认为仅凭单

独月份的数据是很难对未来趋势做出预判的。 四季

度尽管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但是仍将大体保持平稳，

年内很难出现拐点。从资金面来看，央行第二季度货

币政策报告指出将保持货币政策思路基本不变，继

续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取向不变，公开市场

操作维持紧平衡，市场流动性不松，资金成本维持在

较高的水平。从监管趋势来看，近期出台了针对同业

存单的一系列监管政策，出台了《公开募集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 因此可以预

计，四季度仍将是监管政策出台较为密集的区间。此

外，2016年9-11月是委外资金的高峰期， 这些委外

资金即将运作满一年。而经历了去年12月份的债灾，

这批委外资金多数运作情况不佳， 到期不续的概率

较大，或降低市场整体的配置需求。

综合来看， 当前阶段以及四季度处于债券市场

不利因素逐步出清的过程中， 因此目前市场上大部

分的投资者认为债券市场风险已经不大， 但是也不

认为会有太大的行情。 因此， 目前市场处在僵持阶

段，风险相对有限，或许正是配置机会。

基金投资策略：

继续看好A股结构性机会和债券基金的配置

价值

1、股混基金：优选风格均衡或灵活，适度偏成长

的基金品种

展望四季度，盈利增长和风险偏好的提升仍将

推动A股继续震荡抬升，最大的扰动因素在于四季

度基金博弈的影响， 风格上建议选择风格均衡、适

度偏成长或者操作风格相对灵活的基金品种。品种

选择上， 价值风格建议关注华泰柏瑞量化优选、兴

业国企改革；均衡偏成长风格建议关注银河蓝筹精

选、景顺长城环保优势；均衡灵活风格建议关注泰

康新机遇。

2、债券基金：优选业绩中长期稳健、风险控制能

力强的品种

展望四季度，市场的利空因素正在逐步出清，对

于整个市场的影响已经相对有限， 预计四季度债券

市场仍保持平稳， 最大的变数在于委外资金到期是

否接续，在市场僵持阶段或是提前布局的机会。品种

选择上， 尽管较高的可转债仓位有助获取较高的短

期回报， 但是当前阶段作为配置品种仍然建议优选

中长期业绩稳健且风险控制能力出色的品种。 中长

期纯债基金建议关注银河领先债券和鑫元稳利；一

级债基建议关注招商安心收益； 二级债基建议关注

新华信用增益A和国富恒瑞A。

3、相关投资主题概念基金

根据之前提出的值得关注的一些投资主题，如

国企改革、消费升级、新能源汽车、券商等，我们筛选

了部分优质的概念主题基金， 作为投资者纳入投资

组合的参考。其中既包括了主动管理的基金，也包括

被动投资的指数型基金。 主动管理基金更加考验基

金经理对于主题行情和风格的把握能力， 而指数型

基金持仓透明、风格确定，是把握趋势性主题机会的

良好工具。

（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

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基金投资有风险，在进行投资前

请参阅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 ）

前三季度排名后25%的股混基金四季度进入全年排名前75%及前50%的比例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Choice，基煜研究整理；截止日期：2017.8.31

申万一级行业PB（LF）与ROE（TTM）散点图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Choice，基煜研究整理；截止日期：2017.9.15

关注股混基金的主要业绩指标

基金

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类型 基金经理

三季度

以来回

报（%）

三季度

以来同

类排名

今年以

来回报

（%）

今年以来

同类排名

今年以来

最大回撤

（%）

000877 华泰柏瑞量化优选 灵活配置型基金 盛豪,田汉卿 10.07 89/1604 27.20 37/1361 -5.33

001623 兴业国企改革 灵活配置型基金 刘方旭 2.65 659/1604 14.13 192/1361 -4.64

519672 银河蓝筹精选 偏股混合型基金 袁曦 12.80 39/530 34.82 10/505 -5.00

001975 景顺长城环保优势 普通股票型基金 杨锐文 10.37 31/227 28.74 18/195 -7.42

001910 泰康新机遇 灵活配置型基金

桂跃强,任慧娟,

金宏伟

2.96 581/1604 12.36 243/1361 -3.57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Choice，基煜研究整理；截止日期：2017.9.15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Choice，基煜研究整理

三大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类型 基金经理

三季度以

来回报

（%）

三季度以来

同类排名

今年以来

回报

（%）

今年以

来同类

排名

今年以来

最大回撤

（%）

519669 银河领先债券 中长期纯债型基金 韩晶,蒋磊 0.89 171/992 3.31 18/787 -0.33

000655 鑫元稳利 中长期纯债型基金 张明凯 1.02 70/992 2.56 130/787 -0.94

519162 新华信用增益A 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 于泽雨 3.51 39/481 6.47 28/416 -1.72

002361 国富恒瑞A 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 赵晓东 2.64 65/481 6.31 31/416 -0.92

217011 招商安心收益 混合债券型一级基金 马龙 1.03 45/169 3.00 13/166 -1.10

关注债券基金的主要业绩指标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Choice，基煜研究整理；截止日期：2017.9.15

基金主题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类型 基金经理

三季度以

来回报

（%）

三季度以

来同类排

名

今年以来

回报

（%）

今年以来

同类排名

国企改革

000592 建信改革红利 普通股票型基金 陶灿 9.57 41/227 22.97 31/195

001076 易方达改革红利 偏股混合型基金 郭杰 7.61 109/530 20.00 87/505

002189 农银汇理国企改革 灵活配置型基金 张峰 8.07 145/1604 19.69 95/1361

501020 国泰中证国有企业改革 被动指数型基金 徐皓 1.56 420/484 5.35 -

新能源

汽车

519195 万家品质生活 灵活配置型基金 莫海波 25.38 9/1604 40.37 7/1361

162607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 偏股混合型基金 杨锐文 11.57 56/530 29.32 22/505

160225 国泰国证新能源汽车 被动指数型基金 徐皓 19.79 16/484 25.78 25/435

161028 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 被动指数型基金 牛志冬,张圣贤 20.41 15/484 20.71 50/435

旅游主题

519690 交银稳健配置混合A 灵活配置型基金 唐倩 7.91 149/1604 36.02 15/1361

540009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 普通股票型基金 是星涛 3.15 160/227 28.90 17/195

001714 工银瑞信文体产业 普通股票型基金 袁芳 2.95 164/227 14.53 93/195

001511 兴全新视野 灵活配置型基金 董承非 2.62 666/1604 8.60 407/1361

证券主题

000251 工银瑞信金融地产 偏股混合型基金 鄢耀,王君正,甘宗卫 8.06 98/530 22.00 71/505

000742 国泰新经济 灵活配置型基金 彭凌志 16.66 16/1604 39.72 8/1361

501016 国泰中证申万证券行业 被动指数型基金 艾小军 7.52 106/484 12.01 -

163113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 被动指数型基金 袁英杰,俞诚 8.37 68/484 3.86 348/435

部分概念主题基金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Choice，基煜研究整理；截止日期：2017.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