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分化

私募称价值投资仍是主流

（主）

本报记者 吴瞬

上周A股市场风云变幻，上

证综指失守 3400点， 回落至

3382.91点，周跌幅1.45%。 11月

17日，贵州茅台带动整个白酒板

块下行， 虽然上证 50大涨了

2.06%，但仍难以阻止中小创板

块大幅下挫。

私募人士认为，市场上个股

表现极为分化，资金间的博弈达

到阶段性高潮，后市可逢低关注

估值和成长性匹配较好的二线

蓝筹和中小成长标的。

“大小票” 表现分化

11月17日作为上周最后一

个交易日， 市场风格继续分化，

当日午后这种一九行情演绎到

极致， 银行和保险成为护盘主

力， 带领权重类指数强者恒强，

上证 50创出反弹新高， 大涨

2.06%，沪深300指数上涨0.39%

居于次席。 与此同时，两市个股

却全线飘绿， 午后随着题材、周

期、白马股集体杀跌，深市跌幅

不断扩大。

截至周五收盘，中小板指跌

幅达1.97%，深证成指和创业板

指跌幅均逾2%， 而创业板综指

的跌幅更是达到3.51%。 两市累

计只有约320只个股上涨， 除去

次新股和复牌个股以外，涨幅在

5%以上的个股仅13只， 但跌幅

在5%以上的却高达1161只，跌

停家数也达到120只， 跌停潮再

度出现。

板块方面，仅银行、保险和

民航机场板块收红，其余行业及

概念板块皆墨。 受利好消息刺

激，可燃冰概念大幅高开，但随

后便震荡走弱， 午后大幅下挫。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白马龙头贵

州茅台放量下跌，盘中跌幅一度

近6%，引发酿酒、家电、医药板

块均展开大幅调整， 午后与周

期、题材股一道加速下行，均是

盘中杀跌主力。 量能方面，两市

合计成交高达6454亿元， 呈放

量下跌态势。

广东煜融投资董事长吴国

平表示：“上证50加速上涨，创

业板则加速下跌， 冰火两重天。

除了上证50里面的票相对好看，

比如局部银行和保险股的上涨

抑制了上证指数的杀跌力度，最

终下跌幅度不到1个点， 但创业

板反杀超2个点， 两市跌停个股

超100家， 很久没有见过的情

景，很显然，冰火两重天，博弈到

了阶段性高潮。 ”

价值投资仍是主流

私募人士称，内外因素影响

导致本周A股市场整体走势偏

弱，资金集体抱团取暖也显示风

险偏好回落。指数短期震荡但无

需过度悲观，中期估值中枢缓慢

抬升趋势不变。 配置上，目前大

消费行业白马龙头股的趋势性

行情虽然仍未结束，但已有多个

迹象表明行情正进入后期，相关

标的波动率加大， 需注意风险，

可以逢低关注估值和成长性匹

配较好的二线蓝筹和中小成长

标的。

吴国平认为，市场资金有可

能会借助消息面，加速白马蓝筹

阶段性震荡的可能性，因为利好

出尽是利空；另外，那些有成长

性的中小盘则反过来，有可能慢

慢出现加速行情。白马蓝筹要强

势动荡分化演绎，中小盘则在成

长股带领下进一步向上突破引

发未来新的行情。

值得注意的是，价值投资是

当前及未来的主流方向，无业绩

支撑的炒作只能是昙花一现；融

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任务，当前

的退市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引

导长线资金入市，提高机构投资

者比例等等。当类似看法得到一

致性认可后， 不断有资金选择

“割小票买大票” 操作，继而形

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当前结构性

分化的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

变，但上证50上行以及小市值品

种下跌的速率短期均出现加速

迹象，这种严重割裂的状态难以

持续， 后市会有短暂的切换动

作。

对于后市， 景林资产认为，

经过今年的上涨估值修复已经

完成，未来的机会在于挖掘估值

合理的优秀公司，获取公司成长

带来的收益，在宏观经济企稳的

环境下优质上市公司盈利持续

改善可期，大消费、大金融和科

技领域仍然有较好的投资机会。

源乐晟资产认为，A股市场和香

港市场正走在3-5年的慢牛格

局中，每次回调都是买入优质资

产的好时机，但由于行业格局发

生变化，反映到股票市场上则是

股票涨幅的差异化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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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私募

10月实现正收益

□私募排排网 徐锋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中心统计，10月份股票

私募平均收益为1.27%， 六成产品实现正收益，

但均落后于沪深300指数涨幅。 此外，10月份，

私募集中调研了先进制造板块个股。 私募机构

对于个股的关注度呈现集中化趋势，轻工制造、

电子分别以20.78%、16.88%的关注度成为百亿

级私募调研的焦点行业。

六成私募业绩增长

根据私募排排网数据中心不完全统计，今

年以来有净值更新的产品有27300只。 其中，净

值更新到最近一个月的是16387只，11月份的

平均收益涨幅为0.82%， 大幅跑输同期上证指

数。 共有正收益产品9774只，占比59.64%，负收

益产品5800只，占比35.39%。 今年以来共成立

15205只阳光私募新品，有3211只产品清算。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中心统计，10月份股票

私募平均收益为1.27%， 六成产品实现正收益，

但均跑输沪深300指数。 此外，10月份，私募集

中调研了先进制造板块个股。 私募机构对个股

的关注度呈现集中化趋势，轻工制造、电子分别

以20.78%、16.88%的关注度成为百亿级私募调

研的焦点行业。 最受私募关注的个股是“歌尔

股份” ，该股在10月份被100家私募调研，这也

是该股今年第二次荣登关注度榜首。

临近岁末，对于普遍高仓位运行数月的私

募基金，这种状态还能持续多久是很多人关心

的问题。 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据国内最大

的阳光私募发行机构之一的华润信托统计，10

月末， 其前6个月累积收益排名前25%的投顾

平均股票仓位降至 87.6% ， 较上月末下降

5.1%。绩优私募是否在撤退？对此，多家知名私

募机构人士表示，绩优私募减仓，既与年底获

利了结有关，也是出于规避市场短期风险的考

虑。 未来，A股将延续结构分化的绩优慢牛行

情。 从调仓换股的路径看，10月份私募基金整

体“吃药喝酒” 。 未来，医药、食品饮料等大消

费股行情仍有望延续， 但将遵循结构分化、绩

优者胜出的逻辑运行。

今年5月以来，上证指数从3016.53点一路

上扬，上涨幅度超12%，市场活跃度大大提升。

多数私募观点认为， 目前A股已形成慢牛走

势，但同时私募减仓意愿略有提升。 在此背景

下， 一方面绝大部分私募继续维持高仓位运

作，另一方面，在落袋为安前提下不少私募开

始选择减仓。

经济平稳为股市护航

从市场整体走势看，10月份A股整体上高

位震荡，其中上证50表现最好，上涨4%。进入11

月份，上证50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与之“神同

步” 的是，10月份私募基金对大盘股的配置比

例最高，配置比例较9月份有所上升。

前述华润信托的统计显示，从市值分布看，

10月末全体投顾对大盘股的平均配置比例达到

55.3%，较9月末上升0.2%；中盘股、小盘股的平

均配置比例为28.9%、13.3%，分别较9月末上升

0.5%，下降0.5%。 其中，前25%的投顾，对大盘

股的平均配置比例高达71.0%， 较上月末上升

0.2%，而中盘股、小盘股的平均配置比例分别仅

为18.1%、8.5%。

金鼎轩投资董事长杨惊涛表示， 价值投资

在今年比较抢眼，而习惯于炒作小而美的、习惯

于题材、概念投机的，今年无疑是比较难受的，

所谓盈亏同源。

天谷资产认为， 短期市场被各种噪声所驱

动，但是中长期可观其运行逻辑。下半年经济将

平稳发展，不会有太大风险。如果单纯从股市来

看，可以把大盘分为三大块，传统产业（能源、

钢铁等），长青产业（金融、地产）以及新兴产

业（电子行业、高端制造业），这三大类基本覆

盖了大盘大部分权重。

2018年私募策略

如何排兵布阵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曾令华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私募基金投资的各个类型均取

得正收益， 特别是纯股票型产品， 收益甚至有超过12%

的，当然这一成绩与沪深300今年以来25%左右的涨幅相

比略显羞涩。 其它类型，如市场中性产品持续表现不佳，

全年收益不及货币型产品； 定向增发型产品上半年表现

欠佳，6月之后奋起直追，目前收益接近8%；管理型期货

产品今年收益显著低于预期，全年收益仅4%不到。

分析基金产品，我们经常说“公募看风格，私募看策

略” ，那么，2018年私募策略该如何布局？

股票型私募性价比最高

2017年股票市场表现大大超预期，翻看年初的报告，

说得最多的是震荡行情。 但事实上，A股却以大盘小盘分

化为契机，以业绩为表现，走出“漂亮50” 牛市。 一方面，

低估值蓝筹业绩提升，估值提升，“戴维斯双击” ；另一方

面，高估值无业绩支撑的个股遭遇“估值下跌，业绩下

跌” 双杀。 不少白马股走出了翻倍行情。 在此背景下，以

基本面选股的私募表现亮眼。那么，明年股票型私募又该

如何选呢？

从估值来看，沪深300估值PE14倍左右，纵向与横

向相比仍处于较低位置。从盈利来看，经济增速下降，进

入存量经济时代。 经济平稳运行，结构性行情继续，A股

EPS中位数从去年年中以来明显提升，行业集中度也明

显提升。

股票型产品仍可能是2018年性价比最高的种类。 在

选择上，还将回到基本面分析为主。如果要给这种产品画

像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其产品收益更多来自企业价值的

提升，而不仅仅是讲故事的概念；更多来自持有企业的收

益，而不是来自于交易产生的收益；更多来自于适当集中

持有带来的收益，而不是靠几只个股带来的增长。

管理型期货仍是必配

2017年，表现较好的是日内CTA策略，一是因为近

期商品日内波动很大，存在比较丰富的交易机会，二是日

内由于交易连续， 价格在分钟级的数据上也比较容易呈

现连续的趋势效应。日内策略虽然现在比较赚钱，但由于

其策略容量有限，做这类策略的私募基金一直不多。由于

今年缺乏持续的趋势性行情， 中长期策略整体表现不理

想，整体微幅盈利。

CTA基金先天具有与传统资产相关性低的特性，长

期看海外CTA基金与美国债券相关性0.26， 与美国股票

的相关性甚至是负的。 2008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股票、

债券哀鸿遍野， 唯独CTA基金当年获得正收益。 这种抵

御风险的特性很快得到养老金、 保险等资金关注， 海外

CTA基金规模很快突破3000亿美元的规模。CTA是少数

不论在市场下跌还是上涨的环境中都能赚钱的策略之

一， 长期来看CTA基金可以获得非常稳健的收益回报。

过去二十多年内， 巴克莱CTA指数的累计净值是标普

500指数的1.7倍。虽然国内CTA基金历史不长，无法对比

CTA与股票、债券的长期表现。 但是站在资产配置、分散

投资组合风险的角度看，CTA基金始终可以作为投资组

合中不可或缺的资产类别。

一般来说，收益、风险和策略容量是我们考察CTA基

金时最关注的三个方面。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收

益高、风险小、策略容量又大的产品，这就是CTA基金的

“不可能的三角” 。 从国外CTA的存量结构来看，70%是

中长期策略，20%是短期套利策略， 还有10%是中期策

略，也就是说中期策略的存活率很低。 在配置CTA时，仍

要以中长期趋势策略为主，适当配置短期CTA策略。

中性策略料走出低谷

2015年股指受限以来，大幅度的负基差就一直存在，

导致市场中性策略难有表现， 规模也大幅度缩水，2017

年以来虽然负基差现象依然存在， 但是负价差的幅度相

对2016年已有较大改观，到10月份基差成本基本维持年

化约5%-10%左右，对于部分选股能力强的投资机构，这

样的基差成本可以通过选股来覆盖且实现盈利。 基差在

近期有进一步收缩趋势，甚至出现持续正基差现象，对于

市场中性产品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建仓时点。

另一方面，三季度以来市场风格分化不断缓解，成长

因子表现不输价值因子， 从这两方面来看都对市场中性

策略的复苏提供了客观条件。 从策略的收益性来看，从

2017年6月至2017年10月， 市场中性策略平均收益率约

为0.73%，基本上覆盖了上半年以来的亏损。 因此，我们

认为市场中性策略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 未来会逐步走

出低谷。

私募称价值投资

仍是主流

□本报记者 吴瞬

上周A股市场风云变幻，上证综指失守3400点，回落至3382.91点，

周跌幅1.45%。 11月17日，贵州茅台带动整个白酒板块下行，虽然上证50

大涨了2.06%，但仍难以阻止中小创板块大幅下挫。

私募人士认为，市场上个股表现极为分化，资金间的博弈达到阶段

性高潮， 后市可逢低关注估值和成长性匹配较好的二线蓝筹和中小成

长标的。

“大小票” 表现分化

11月17日作为上周最后一个交易

日，市场风格继续分化，当日午后这种

一九行情演绎到极致，银行和保险成为

护盘主力， 带领权重类指数强者恒强，

上证50创出反弹新高， 大涨2.06%，沪

深300指数上涨0.39%居于次席。 与此

同时，两市个股却全线飘绿，午后随着

题材、周期、白马股集体杀跌，深市跌幅

不断扩大。

截至周五收盘， 中小板指跌幅达

1.97%， 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跌幅均逾

2%， 而创业板综指的跌幅更是达到

3.51%。 两市累计只有约320只个股上

涨，除去次新股和复牌个股以外，涨幅

在5%以上的个股仅13只，但跌幅在5%

以上的却高达1161只，跌停家数也达到

120只，跌停潮再度出现。

板块方面，仅银行、保险和民航机场

板块收红，其余行业及概念板块皆墨。 受

利好消息刺激，可燃冰概念大幅高开，但

随后便震荡走弱，午后大幅下挫。 值得注

意的是， 由于白马龙头贵州茅台放量下

跌，盘中跌幅一度近6%，引发酿酒、家电、

医药板块均展开大幅调整，午后与周期、

题材股一道加速下行， 均是盘中杀跌主

力。量能方面，两市合计成交高达6454亿

元，呈放量下跌态势。

广东煜融投资董事长吴国平表示：

“上证50加速上涨， 创业板则加速下

跌，冰火两重天。 除了上证50里面的票

相对好看，比如局部银行和保险股的上

涨抑制了上证指数的杀跌力度，最终下

跌幅度不到1个点，但创业板反杀超2个

点，两市跌停个股超100家，很久没有见

过的情景，很显然，冰火两重天，博弈到

了阶段性高潮。 ”

价值投资仍是主流

私募人士称，内外因素影响导致本

周A股市场整体走势偏弱，资金集体抱

团取暖也显示风险偏好回落。指数短期

震荡但无需过度悲观，中期估值中枢缓

慢抬升趋势不变。 配置上，目前大消费

行业白马龙头股的趋势性行情虽然仍

未结束，但已有多个迹象表明行情正进

入后期，相关标的波动率加大，需注意

风险，可以逢低关注估值和成长性匹配

较好的二线蓝筹和中小成长标的。

吴国平认为，市场资金有可能会借

助消息面，加速白马蓝筹阶段性震荡的

可能性，因为利好出尽是利空；另外，那

些有成长性的中小盘则反过来，有可能

慢慢出现加速行情。白马蓝筹要强势动

荡分化演绎，中小盘则在成长股带领下

进一步向上突破引发未来新的行情。

值得注意的是，价值投资是当前及

未来的主流方向，无业绩支撑的炒作只

能是昙花一现；融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

任务， 当前的退市制度需要进一步完

善；引导长线资金入市，提高机构投资

者比例等等。 当类似看法得到一致性认

可后， 不断有资金选择 “割小票买大

票” 操作，继而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前结构性分化的趋势不会发生根本

性改变，但上证50上行以及小市值品种

下跌的速率短期均出现加速迹象，这种

严重割裂的状态难以持续，后市会有短

暂的切换动作。

对于后市，景林资产认为，经过今

年的上涨估值修复已经完成，未来的机

会在于挖掘估值合理的优秀公司，获取

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在宏观经济企稳

的环境下优质上市公司盈利持续改善

可期，大消费、大金融和科技领域仍然

有较好的投资机会。 源乐晟资产认为，

A股市场和香港市场正走在3-5年的慢

牛格局中，每次回调都是买入优质资产

的好时机， 但由于行业格局发生变化，

反映到股票市场上则是股票涨幅的差

异化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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