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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本面向好 明年A股机会丰富

□

本报记者 黄淑慧

11月18日，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证券报主

办、华泰柏瑞基金承办的“2017年基金服务万里

行———建行·中证报‘金牛’ 基金系列巡讲” 活

动在甘肃兰州举行。

中国建设银行兰州私人银行中心主任花福

玲在致辞中表示，长期以来，建设银行秉承“善

建者行，成其久远” 的服务理念，在客户的大力

支持下，各项业务得到快速发展。 举办金牛基金

系列巡讲活动也是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一种

有益尝试， 相信通过与合作各方共同的努力，一

定会为客户提供更加广阔的投资平台。

华泰柏瑞基金副总经理程安在活动中表示，

公司近年来在量化投资、 主动权益、ETF等领域

逐步建立起业内领先的核心竞争力。截至2017年

9月30日， 华泰柏瑞旗下基金今年前三季度累计

为投资者实现利润超过83亿元，在所有公募基金

公司中排名第19位。 华泰柏瑞基金将一如既往，

兢兢业业为投资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并继续创

造投资回报。

兴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宏观经济分析

师王涵对当前宏观经济与资产配置话题阐述了他

的理解。 他认为，从大类资产配置角度而言，股票

优于债市和房市。 整体股市不会一直是“鸡犬升

天” 的状态，行情的分化比指数的走势更加确定。

华泰柏瑞基金经理杨景涵则表示，2018年市

场整体风险应该不大， 如果伴随经济新周期启

动，可能形成大牛市，尤其看好以金融和周期为

主的价值修复机会。 未来两至三年可能是牛长熊

短的新历史时期，主动投资能取得显著优于被动

投资的收益。

王涵：挖掘具有全球定价权龙头公司

□

本报记者 刘宗根

11月18日， 在 “2017年基金服务万里

行———建行·中证报‘金牛’ 基金系列巡讲” 兰

州专场活动中， 兴业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

王涵表示，短期来看，支撑2017年经济的四大支

柱的利润增速或开始放缓， 叠加通胀的上行压

力，经济短期内或面临一些挑战；长期来看，经

济基本面稳中向好，股市呈现波动率下降趋势，

建议挖掘在全球有定价权的行业龙头公司。

基本面短空长多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过去7个季度中国

GDP同比增速来看，GDP增速很快，中国经济现

在表现不错， 但如果以未来半年为投资时间尺

度，整个宏观经济仍然会面临一些挑战。 ” 王涵

表示。

在王涵看来， 短期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主

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出口。 今年2月汇率开始

升值，而汇率升值会遏制出口，历史上看汇率和

出口的关系中间有五个月间隔，因此今年7、8月

出口开始出现下滑；二是库存。过去几年经济中

非常重要的一块贡献是库存上升对经济的拉

动，当增速见顶时，对社会的需求可能也会有所

遏制；三是投资。2016年初大批放出来的项目在

2017年年底接近完工， 今年几乎没有太多新增

项目，明年整个投资增速会下降，对经济的推动

力也会下来；四是房地产。2014年以后大力推进

棚户区改造的货币化安置， 政策对地产销售的

拉动或减速。

不过，王涵也表示，与2010年和2011年相

比，当前企业的债务状况明显好于当时，整体经

济的长期前景优于七年前，本轮经济的“退火”

应该只是盈利问题，而非偿付能力的问题，这一

点与上一轮周期有明显区别。

对于宏观经济的中长期前景， 王涵保持乐

观。 他认为，目前受创新驱动影响，已经开始有

一些能和全球竞争的行业， 不少企业在全球竞

争中崭露头角，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

“从全球竞争格局来看，中国已经有一批公

司具备全球竞争实力。 全球每一个行业板块里，

只看排名前10%的公司的话，中国的企业数量这

两年有了很大增长，除传统行业之外，消费相关

和技术相关行业的增长也非常快。 ” 王涵表示。

王涵认为， 经济正在从传统的驱动模式逐

渐变成消费和技术创新驱动的模式， 中国的企

业之所以能够挤进全球前五，与新能源、个人电

脑、手机和电子相关的产品地发展不无关系，国

内的企业已经具备全球竞争的基础， 未来经济

结构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

白酒和家电板块或分化

王涵指出，整体而言，金融市场有其确定性

和不确定性，未来股市将优于债市和房市。在他

看来，无论是从通胀还是海外的角度来看，债券

市场的机会必然是跌出来的， 而股市不会一直

是“鸡犬升天” 的状态，行情分化比指数分化的

走势更加确定，从“中国龙头” 到“世界龙头” ，

部分股票的估值或将“脱离地球引力” 。

对于看好股市的原因， 王涵表示， 与标普

500相比， 过去一年中证100的收益率在增加，

波动率在下降，虽能否持续目前还不能确定，但

从风险来看，中国股市已经和美国股市差不多。

“以前股市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今天进去明

天出来容易给市场带来波动， 价格的顶和底都

是最不理性的人买卖出来的； 现在波动率下降

与大量机构存在有关，机构理财本身比较理性，

未来机构化有望持续， 波动率下降将是长期趋

势。 ” 王涵进一步解释道。

王涵认为， 尽管家电和白酒板块今年都非

常火爆，从绝对的股价表现来看，两个板块表现

也差不多，但未来或出现分化。 他表示，与白酒

主要基于国内市场不同， 家电则是面向全球60

亿人口的市场， 两个行业下一步分化可能非常

明显，而随着外资的进入和估值分析的透彻，影

响还将会表现在公司的估值上。

“在基本面短空长多的背景下，市场以何种

方式反映短期节奏和长期前景是一个博弈问

题。 在A股市场上，国内或国外龙头公司的优势

一定会比壳公司要高， 可以肯定A股估值体系

未来也会出现分化， 建议寻找在全球都有定价

权的龙头公司进行投资。 ” 王涵表示。

杨景涵：看好价值修复机会

□

本报记者 黄淑慧

11月18日， 华泰柏瑞基金经理杨景涵在

“2017年基金服务万里行———建行·中证报‘金

牛’ 基金系列巡讲” 兰州站活动中表示，短期市

场仍然可能发生较大的结构性波动。 不过，2018

年市场整体风险应该不大， 如果伴随经济新周

期启动，可能形成大牛市。 他尤其看好以金融和

周期为主的价值修复机会。

当前或是下一轮产能周期起点

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杨景涵相对乐观。 他

表示，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四轮产能周期，2009

年开始进入到第四轮。 目前已经处于产能周期

的低点，或成为下一轮产能周期的起点。

他进一步表示， 目前产能出清已经接近尾

声，其微观证据在于，企业的微观结构在本轮经

济结构转型和产能消化的过程中已然有所改

善———产能利用率和产业集中度的提升、 企业

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的修复以及制造业整

体盈利能力企稳的同时在2016年停止在建工程

的扩张。以水泥行业为例，产能利用率近两年开

始回升， 已从2015年67.8%的低点回升至70%

以上。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的现金资产占比亦开

始改善，在建工程增速则下滑至负数，上述种种

数据都意味着， 供给侧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的

成功。

对于政策面，杨景涵分析认为，短期宏观

经济政策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但从长期来

看，长期政策逐渐向生态环保、高端装备等

方面倾斜，未来这些领域的政策红利或逐步

释放。 房地产市场的制度也在变革中，租售

并举等政策变革会对其他消费品形成刺激

和带动。

2018年市场整体风险不大

对于上市公司盈利，杨景涵分析表示，企业

的盈利持续性总体保持稳定， 今年以来总体盈

利调升公司少于调降公司， 但是周期性行业盈

利增速最高，而消费类行业盈利也在不断调升，

增速正常，指数层面看，盈利增速2017年全年约

17%-19%左右。

从最近一年板块的业绩同比增速和ROE盈

利水平来看，除创业板外均呈现改善的状态。 从

业绩增速来看，主板从2016年三季报的0.11%回

升到2017年三季报的19.48%，创业板由30.89%

下滑至5.72%， 中小板从18.19%回升至30.4%，

非金融从1.8%回升至39.66%。同时，行业上下游

业绩均开始回暖。 上游（周期）的业绩弹性改善

最大，而下游消费类行业业绩平稳，金融行业业

绩也有较大改观。

对于2018年上市公司盈利，他表示，对明年

企业盈利并不悲观，根据预测，2018年全部A股

净利润增速为16.4%， 全部A股 （非金融）为

23.4%，中小企业板为30.2%，创业板为37.5%。

杨景涵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市场的估值，从

沪深300的最新估值所处的历史情况来看，仍处

于均值水平之下， 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尚有提升

空间。横向比较下，TMT行业和消费的估值水平

偏高，而金融、沪深300蓝筹仍然具有潜力。 中证

500和创业板指则处于均值附近，未来可能结构

性机会更多。

对于资金面， 他认为， 资金面回暖趋势明

显。 2017年整体资金面供需均有所收紧，整体维

持平衡，下半年资金呈现净流入状态。 从股票型

基金发行的情况来看，体量逐步回暖，2018年基

金发行或成增量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次北

上资金持续加速流入，2018年MSCI资金两步走

方案将正式实施，仅考虑指数型的被动配置，大

概就能带来800亿人民币左右的增量资金，主动

配置的规模可能更大，值得重点关注。

基于上述分析，杨景涵表示，考虑到2018年

企业盈利超过10%的增长以及整体13-14倍的

估值，2018年整体市场风险不大。 与此同时，A

股市场正处于估值重构过程中， 以往大盘股折

价、 小盘股溢价的局面在今年得到了极大的修

正， 目前这个进程尚没有结束。 与成熟市场相

比， 目前仅是少数蓝筹股已经较为充分地进行

了重估，多数蓝筹股尚没有完成这一过程。 随着

蓝筹股首先形成估值标杆， 整体市场估值水平

将重新定价。 而之所以看好金融和周期为主的

估值修复机会， 也是因为这两个领域是海内外

估值差异最大的领域。

此外他还表示， 市场波动性降低后， 未来

2-3年可能是牛长熊短的新历史时期，主动投资

能取得显著优于被动投资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