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2018年1月8日 星期一 编辑 李菁菁 美编 王力

金牛会照片
金牛会照片

紧扣两大转变 投资“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李良
虽是隆冬时节，久违的暖阳却给苏州
的周六注入几许活力，数百名投资者从四
面八方齐聚 “基金服务万里行——
—建行·
中证报‘金牛’ 基金系列巡讲” 苏州站专
场，聆听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国
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
和上投摩根投资董事张军关于2018年资
产配置方面的精彩演讲。 直至会议结束，
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始终座无
虚席。
在会议上，姚景源表示，未来的投资
一定要转变发展理念， 紧扣两大转变来
找到发展方向。 第一产业农业中要着重

布局现代农业；第二产业工业中一定要投
资中高端，不能布局低端制造业；第三产
业服务业中则应当大力投资现代服务业。
张军则指出，总体来看，一季度流动
性环境有望环比改善， 春季行情值得期
待。 参考美国转型期经验，消费、金融和
服务业有望跨越周期。 综合美国漂亮50
历史经验和中国国情， 制造业中具备核
心竞争力，同时拥有全球化基因的公司，
未来成长空间巨大。 行业配置上，看好先
进制造业，如消费电子、半导体、新能源
汽车、5G、机器人等；有进口替代和全球
化扩张能力的传统制造业，如工程机械、
轨交、电力设备等；大众消费品、医药、传
媒和金融等。

姚景源：新时代资产配置应抓住两大转变精髓
□本报记者 李良
在此次“基金服务万里行——
—建
行·中证报 ‘金牛’ 基金系列巡讲”
中，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国
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
景源发表主题演讲，强调新时代的资
产配置应当深度研究两大转变的精
髓——
—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
产力之间的矛盾” 转变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以及中国经济
增长正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
增长。 未来的投资一定要转变发展理
念，紧扣两大转变来找到发展方向。
姚景源表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为投资指明了方向，不平衡不充分
为投资打开了空间，如果投资者能够充
分理解新时代社会矛盾的精髓，未来的
投资就有望获得丰厚的回报。 第一产业
农业中要着重布局现代农业；第二产业
工业中一定要投资中高端，不能布局低
端制造业；第三产业服务业中则应当大
力投资现代服务业。

“
美好生活” 为投资指明方向
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的发展脉络，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迁时，姚景源生动地用“吃” 的变化
进行了勾勒。 姚景源表示，民以食为
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吃” 经
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开
始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10余年时
间里，中国人的“吃” 主要解决温饱
问题，当时需要考虑的是能不能够让
人民群众吃饱，社会主要矛盾自然落
在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而第二
阶段则是从90年初起步， 中国人的
“吃” 由单纯的解决温饱需求，提升
至如何“吃好” 的需求。 在这个阶段，
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如何让饭桌上更
丰盛，吃的内容更丰富，山珍海味、大

鱼大肉等等都成为了日常“吃” 的内
容， 但随之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则
是因为过度饮食带来的疾病隐患开
始困扰大家；第三阶段则是近些年兴
起的，可以取名为“
吃的健康” 。 顾名
思义，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不仅仅
是吃的“好” ，更重要的是吃的“健
康” ， 这表面上是从追求吃的数量变
成追求吃的质量，实质上就折射出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增长
开始由追求高速度增长转变为追求
高质量增长。
姚景源还用“衣食住行” 四个字
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格局变
迁，并以此解释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给
投资带来的机会。 姚景源指出，在改
革开放之初，人民群众的主要需求在
于满足温饱，“衣” 和“食” 的需求强
烈，随之对应的就是食品饮料行业和
纺织服装行业蓬勃发展，如健力宝等
红遍大江南北，服装生产、批发、零售
领域都非常赚钱，那个时候，如果投
资食品饮料行业和纺织服装行业，是
最赚钱的；而到了“衣食” 需求满足
到了一定程度，人民群众的需求就升
级为对“住” 和“行” 的更高要求，与
之对应的就是房地产行业和汽车行
业，房地产行业过去二十年时间里的
大牛市，汽车企业遍布全国除西藏外

的每一个省市自治区，产量接近全球
的近三分之一；到了现阶段，人民群
众的“衣食住行” 的基本需求都已满
足，开始向往“美好生活” ，这其中包
括人们对于生活质量提升的需求，也
包括人们对生命质量提升的需求，那
么，未来投资的方向，就应当是与人
们生活质量提升相关联的以及人们
生命质量相关联的领域。

“
不平衡不充分” 为投资打开空间
姚景源进一步指出，在新时代的
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其实为投资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具
体而言，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
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中，都存在不平
衡不充分的现象。
如第一产业农业中，尽管我国粮
食总产量屡创历史新高，但我国的粮
食进口数量也屡创历史新高，而且国
内粮食价格和农产品价格还普遍高
于国际市场，不仅如此，我国粮食的
年出口金额还不及荷兰，这都充分体
现出我国传统农业的效率低下，此
外， 中国在农业领域使用大量农药，
畜禽业滥用抗生素等情况，也造成农
业的品质降低，这些都是不平衡不充
分的特征。 因此，提高生产效率的现
代农业、保障健康的现代农业，都是

改变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方向，也应
该成为投资者重点布局的对象。
第二产业工业中， 姚景源表示，
中国确实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但却
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大而不强。 他表
示，中国制造业目前的优势主要体现
在数量上，但是缺乏核心技术，在国
际分工中大多处于中低端，因此在利
润分配上只能获得较低的利润回报。
以苹果产业链为例，在整个苹果产品
的生产销售中，美国苹果公司拿走了
一大半的利润，日本和韩国则拿走了
剩下的绝大部分，而中国制造苹果产
品的企业真正获得产业链的利润占
比不过3.6%左右。 这就是缺乏核心技
术的结果， 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重
点。 因此，要想让中国成为真正的工
业强国，就必须发展核心技术，发展
中高端的先进制造业，这就是未来投
资的重点方向。
而对于第三产业服务业，姚景源
建议，将更多地把眼光放在现代服务
业上，如金融、文化、教育、科技 、 医
疗卫生等，这些产业可以称之为幸福
产业， 也是由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
的。“任何时候你只要准确的判断了
这个主要矛盾，围绕主要矛盾进行生
产经营活动，去投资肯定成功。 ” 姚
景源说。

张军：A股是经济质量的晴雨表
□本报记者 李良
在此次“基金服务万里行——
—建
行·中证报‘金牛’ 基金系列巡讲” 活
动中，上投摩根基金投资董事张军表
示， 过去人们将A股当作经济的晴雨
表，但近年来A股市场的走势表明，在
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转变为质量
型的过程中，A股市场更多体现的是
中国经济质量的晴雨表。而在未来，A
股市场的这种功能会更加明确，投资
者能否在A股获得回报， 其实是跟所
投资个股是否与经济质量挂钩。
事实上， 在过去的2017年，A股
市场风格鲜明的 “结构性行情” ，就
是这种经济质量晴雨表的明显体现。
张军指出， 尽管2017年沪深300指数
涨幅可观，但绝大多数股票全年是负
收益， 仅有少数个股获得资金认可，
并提供了不菲的全年回报。 这就表
明，A股所代表的， 并不是整体经济

GDP数据的变化，而是经济质量的结
构性变化，符合经济高质量方向的个
股更容易得到市场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在去年A股

显著的结构性行情中，大多数个股出
现了不小的跌幅，但公募基金行业整
体表现不俗。 以上投摩根为例，张军
同表示， 上投摩根不仅在A股产品上
实现了超额收益，上投摩根提供的海
外、 港股产品也同样获得超额收益，
这表明，未来资产配置的趋势不仅仅
是在A股， 海外市场同样可以带来中
长期的超额收益。 张军还表示，这是
上投摩根多年来重视夯实投研团队
力量的成果，通过深度研究并发掘盈
利与估值兼备的优质个股，为投资者
谋求丰厚的投资回报。 他表示，上投
摩根十分注重投资成绩的稳定性，公
司内部每天都会把创造超额收益作
为工作要点，并持续跟踪创造超额收
益的稳定性，因此，上投摩根在投研
中更注重上市公司的成长性。
“我们在研究公司的时候， 更加
关注公司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股市
上赚钱， 可能会赚各种各样的钱，有

可能赚题材的钱，有可能赚资金炒作
的钱，但是作为一家正规军，作为专
业投资团队，我们应该赚企业成长的
钱，赚企业业绩的钱。 ” 张军说，“既
然公司的成长有保证， 估值并不贵，
我们就不该盲目的悲观或者乐观，而
是要看这个企业的增长。 不管未来估
值上涨到什么程度，如果上市公司中
还可以找到有充分成长并且估值不
便宜，但估值与成长速度的比值还是
小于1，就意味着仍然处于折价投资。
所以我们所关注的，仍然是那些行业
估值相对于成长而言，仍然具有良好
性价比的公司。 ”
而展望2018年，张军表示，总体
来看，一季度流动性环境有望环比改
善，春季行情值得期待。 由于2017年
龙头白马风格比较极致，有很多制造
和新兴产业龙头公司被市场所忽视，
消费品中大众消费品、医药等行业关
注度也较低。 参考美国转型期经验，

消费、 金融和服务业有望跨越周期。
综合美国漂亮50历史经验和中国国
情，制造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同时拥
有全球化基因的公司，未来成长空间
巨大。
张军认为，从基本面来看，制造
和消费行业对中国经济影响已经举
足轻重，未来趋势向好。 其中有一批
业绩确定，估值较低的中盘成长公司
有望在2018年迎来估值修复，估值合
理持续增长的龙头公司，仍有估值提
升空间。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看，2018
年的市场环境对股市较为有利，业绩
稳定、估值合理的消费品以及高股息
品种可能都会有配置资金持续关注。
行业配置上，看好先进制造业，如消
费电子、半导体、新能源汽车、5G、机
器人等；有进口替代和全球化扩张能
力的传统制造业，如工程机械、轨交、
电力设备等；大众消费品、医药、传媒
和金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