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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节前关注
“
大消费” 板块

调整市确定性为王

机构“抢鲜” 一季度绩优股
□本报记者 徐金忠
近期， 市场遭遇剧烈调整，
基金机构同样面临节前的 “料
峭春寒” 。 调整市场中，结合春
节等因素，基金机构正在市场中
寻找确定性，而目前陆续有上市
公司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其中
的绩优个股引来基金机构密切
关注。

一季度业绩“初显”
财汇大数据终端显示，截至2
月11日，目前两市已经有40多家
上市公司发布2018年一季度的业
绩预告信息。 抢先发布2018年一
季度业绩信息的上市公司无一例
外都实现“预喜” ，包括预增、扭
亏、 略增。 以预告净利润上限来
看，当代明诚、龙韵股份、华东重
机、 花园生物等公司今年一季度
预计将实现“
大丰收” 。
以当代明诚为例， 公司公告
显示， 预计2018年一季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5000万元至8000万元，与上年同
期 相 比 增 加 4974.14 万 元 至
7974.14 万 元 ， 同 比 增 加
19234.88%至30835.81%；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 的 净 利 润 约 为 4970 万 元 至
797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5154.25万元至8154.25万元。 当
代明诚表示，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
子公司双刃剑香港关于2018年俄
罗斯世界杯亚洲区独家市场销售
代理工作已正式开始， 并同时开
启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相关衍
生品的推广工作， 该工作的开展
有望对公司未来的业绩产生持续
积极的影响。
龙韵股份则公告表示， 经财
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18年一
季度同比将扭亏为盈， 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
加至1455万元到1526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
披露数据） 相比， 预计增加至

1474万元到1545万元。
此外，还有研究机构重点提
示一季度绩优板块的机会。 开源
证 券 分 析 师 韦 祎 表 示 ，2018 开
年以来，多部国产电影票房表现
出色，将推动相关影视公司一季
度业绩增长。 2017年，电影票房
市场回暖，票房增速达13%。 国
产电影质量整体提升明显，“口
碑爆款” 频现，今年有望延续这
一趋势。

布局绩优股
对于上市公司逐步发布的一
季度业绩情况， 基金机构人士认
为， 这是当前盘整市场环境中难
得的确定性机会之一。 公募机构
人士认为， 抢先发布一季度业绩
情况的上市公司， 一般在业绩表
现上底气较足， 这部分公司业绩
“变脸” 的情况大概率不会出现，
投资者可以关注绩优公司的相关
机会。
当然，对于具体机会的把握，
基金机构提醒一定要掌握较好的

时机。 “一方面是已经公布业绩
情况的上市公司， 在市场调整的
背景下， 绩优股存在被错杀的情
况； 另一方面是梳理上市公司业
绩表现的持续性， 来预判一些绩
优个股的出现， 对这类个股可以
选择恰当的时机介入。 ” 公募机
构投研人士表示。
另外，券商人士提醒，当前
环境下，对绩优个股的把握需遵
守“双保险” 的原则，即“景气行
业+绩优公司” 。 这类个股，一方
面可以享受行业发展带来的红
利，另一方面自身业绩的提升意
味着市场竞争力、占有率等的比
较优势。 不过，近年来，部分传统
行业受益于政策性因素，出现行
业产能出清、 集中度提升等等，
造就了部分个股公司的业绩表
现，这类个股业绩确定性的利好
释放得较为明确，对这类个股投
资者也可以适度参与，并把握好
政 策 与 业 绩 之 间 的 周 期 “共
振” ， 另外还需避免市场预期的
快速透支乃至调转风向。

基金仓位逆市提升
各类型基金仓位及变化情况（简单平均）
□恒天财富 李洋 陈霞
上周美股大幅震荡引发全
球资金避险情绪升温，A股市场
也未能独善其身。 长期来看，外
围市场震荡带来的影响 更 多 是
短期情绪面的冲击，不会导致国
内市场资金大量外流，但前期市
场的持续调整，叠加上周白马蓝
筹获利盘兑现，市场整体情绪仍
难在短期得以改善。 周线图上，
沪深300下跌10.08%，上证指数
下 跌 9.6% ， 深 证 成 指 下 跌
8.46%， 中小板指下跌6.8%，创
业 板 指 下 跌 6.46% 。 截 至 上 周
五，上 证 A 股 滚 动 市 盈 率 、 市 净
率分别为16.01倍、1.73倍，均较
前一周有所下降。
以简单平均方法计算， 上周
全部参与监测的股票型基金（不
含指数基金，下同）和混合型基
金平均仓位为57.85%，相比上期
上升2.63个百分点。 其中股票型
基金仓位为87.96%， 上升1.55个
百分点， 混合型基金仓位
54.92%，上升2.74个百分点。
从细分类型看， 股票型基金
中， 普通股票型基金仓位为
87.96%， 相比上期上升1.55个百
分点；混合型基金中，灵活配置型
基金仓位上升2.74个百分点，至
50.13%； 平衡混合型基金上升
2.51个百分点，至62.87%；偏股混
合型基金仓位上升3.6个百分点，
至81.03%，偏债混合型基金仓位
上升0.87个百分点，至22.27%。
以净值规模加权平均的方法
计算， 上周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
基金平均估算仓位为69.85%，相
比上期上升1.66个百分点。 其中
股票型基金仓位为87.94%，上升
0.56个百分点， 混合型基金仓位
67.53%，上升1.8个百分点。
上周受外围市场的影响，国
内各大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挫， 数据显示基金经理有明显加
仓行为。 从2015年以来较长期基
金仓位的变动趋势来看， 股票型

基金、 混合型基金仓位近期有所
上升。
央行上周五发布消息称，近
期， 除普惠金融定向降准释放长
期流动性约4500亿元外，全国性
商业银行从1月中旬开始陆续使
用期限为30天的临时准备金动
用安排（CRA）。 目前CRA使用
已达高峰， 累计释放临时流动性
近2万亿元，满足了春节前现金投
放的需要。 春节后，CRA到期与
现金回笼节奏大体同步， 银行体
系流动性将保持合理稳定。另外，
央行发公告称， 目前银行体系流
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 可吸收
现金投放等因素的影响， 不开展
公开市场操作。 自今年1月25日
起至2月9日，央行已经连续十一
个交易日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从流动性投放渠道分析， 央行公
开市场操作更加谨慎和精确，与
2017年设立的稳健中性货币政
策总基调和维持流动性紧平衡的
原则相一致。 2018年货币政策方
面预计将延续2017年中性特点，
在央行公开市场投放大量流动性
的可能性较小， 以及监管政策更
加严格的环境下， 货币环境难有
宽松， 银行贷款业务或继续保持
增长。
A股自1月底起进入调整，特
别是近几个交易日跌势加重，长
期来看， 由于A股市场更多是受
到估值、业绩、利率等自身因素的
影响，长期震荡向上的趋势不改。
具体到基金投资方面， 建议投资
者仍以相对积极的心态把握结构
性投资机会， 在风格上坚持均衡
配置，价值为主。 从估值水平看，
大盘蓝筹板块仍具备 一 定 的 优
势， 叠加目前投资者结构逐渐机
构化、 政策监管趋严、 外资入场
等， 具备真成长、 行业景气度较
高、 防御能力较强的价值股仍将
主导市场。随着年报的披露，高速
成长的个股有望继续上涨， 建议
搭配具备突出选股能力的成长风
格基金。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7.96%

86.41%

1.55%

普通股票型基金

87.96%

86.41%

1.55%

混合型

54.92%

52.18%

2.74%

灵活配置型基金

50.13%

47.39%

2.74%

偏股混合型基金

81.03%

77.43%

3.60%

偏债混合型基金

22.27%

21.40%

0.87%

平衡混合型基金

62.87%

60.36%

2.51%

总计

57.85%

55.22%

2.63%

各类型基金仓位及变化情况（加权平均）
分类

上周

上期

变动

股票型

87.94%

87.38%

0.56%

普通股票型基金

87.94%

87.38%

0.56%

混合型

67.53%

65.73%

1.80%

灵活配置型基金

58.90%

57.45%

1.45%

偏股混合型基金

83.27%

81.00%

2.27%

偏债混合型基金

21.63%

19.74%

1.89%

平衡混合型基金

64.30%

61.97%

2.33%

总计

69.85%

68.19%

1.66%

基金仓位与沪深300走势

数据来源/恒天财富

□本报记者 徐金忠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10日，上周（2月5日
至2月9日） 两市共有63家上市公司接受机构调
研，这一数据与此前一周相比有所下降。 在行业分
布上，机构调研重点关注应用软件、化工、建筑工
程、农产品、纺织、化肥与农用化工等行业。 其中，
近期市场持续宽幅调整， 基金机构的调研轨迹
“守势” 明显，受春节因素影响的“大消费” 领域
持续迎来机构关注。

节前调研63家公司
统计数据显示，上周两市共有晶盛机电、新北
洋、中国长城、苏宁易购、国轩高科、埃斯顿、利亚
德、得润电子、杭氧股份、中航机电等63家上市公
司接受各类机构调研， 这一数据与此前一周相比
略有下降。
从行业划分来看， 上周机构重点调研应用软
件、化工、建筑工程、农产品、纺织、化肥与农用化
工等行业。 上周，部分个股迎来机构密集调研，动
辄出现数十家机构扎堆调研上市公司的情况，显
示出春节前机构持续保持调研上市公司的热度。
具体来看，以晶盛机电为例，财汇大数据终端
显示，2月7日，天风证券、富国基金、国寿安保基
金、海富通基金、华安基金、华商基金、交银施罗德
基金、金信基金、金元顺安基金、天安财险保险、新
华资产管理、信诚基金、中国太平资产管理等数十
家机构参与了对公司的调研。 机构关注的问题有
公司主要设备的行业竞争对手、 公司的设备产能
情况、公司在研设备储备情况、公司目前在手订单
情况等。
上周， 参与上市公司调研的机构中， 海通证
券、国泰君安、长江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华
泰证券、新时代证券等券商调研次数较多，重点关
注的个股有罗莱生活、创业软件、晶盛机电、国轩
高科、美亚柏科、利亚德等。 公募基金方面，安信基
金、华夏基金、东吴基金、方正富邦基金、兴全基
金、招商基金、嘉实基金等机构出击调研，重点关
注的公司有罗莱生活、中金环境、晶盛机电、美亚
柏科、辰安科技、洪涛股份等。 此外，长沙源乘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朱雀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
伙)、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盘京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私募机构，在上周重点调研
罗莱生活、晶盛机电、大北农、鲁西化工、卫宁健康
等上市公司。 保险及保险资管方面，中信保诚人寿
保险、中国人寿养老保险、天安财产保险、天安人
寿保险、 恒安标准人寿保险等机构重点关注了罗
莱生活、晶盛机电、卫宁健康、金达威等上市公司。

关注“大消费” 板块机会
上周，沪深两市遭遇宽幅调整，上证综指下
跌 9.60% ， 深 证 成 指 跌 去 8.46， 中 小 板 指 下 跌
6.80%，创业板指下跌6.46%。 从机构调研的情况
来看，虽然市场短期宽幅调整，但是传统春节因
素影响下“大消费” 领域机会还是机构重点关注
的对象之一。
例如，2月7日，东北证券调研了唐人神，关注的
问题有2017年公司的猪料、禽料和水产料销量，公司
饲料的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情况是怎样的， 公司的养
猪板块2017年出栏情况， 公司自繁自养的完全成本
情况等。 同样，2月8日，太平洋证券调研了正邦科技，
关注的问题包括当前猪价有所下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如何保证饲料销售的持续上升、 公司对未来生
猪养殖规模有何规划等。
此外， 上周机构也重点调研了纺织行业部分
上市公司。 其中，广发证券、万家基金、万联证券、
上海同源投资、上海瑞茂通投资、东吴基金、东营
资管、人保资产、信诚人寿、广东新价值投资等上
周密集调研了罗莱生活，主要关注电商情况、一季
度的业绩展望、产品提价的情况、供应链体系的优
化等。
广发证券继续建议关注家纺行业， 虽然2017
年年报尚未公告，但从跟踪的10月、11月、12月家
纺行业相关公司的经营情况看， 营收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且产业链上下游对未来信心持续增强，是
纺织服装子板块中少有的盈利指标连续数个季度
持续改善，同时营运指标也持续改善，而且又有涨
价预期的子行业。 此外，春节临近，生猪需求迎来
高峰后将逐步转淡，关注节后猪价走势，广发证券
重点提示受益规模化养殖水平提升的相关企业，
看好具备成本优势的饲料龙头市场份额提升以及
产业链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