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成东：港股“入夏” 深耕“龙头”

本报记者 李良

2017年 “牛蹄” 奋扬过后， 港股市场

2018年的开局颇不理想———这是否意味着

港股正在告别牛市？

拥有15年研究及投资经历、具备丰富的

港股投资经验、曾管理资产规模超60亿元的

郭成东，断然否定了这类质疑。 身为万家新

机遇龙头企业拟任基金经理，郭成东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指出，无论是从估值、资金趋势

还是市场生态上分析，港股显然具备持续性

提升的空间，尤其在2018年出现了一些制度

性改革后，港股未来的发展空间正在不断扩

张。

“下蹲是为了更好的跃起， 港股市场目

前就处于这个状态。 所以，虽然我们觉得二

季度港股市场波动会加大，但会带来较好的

配置机会。 对于万家新机遇龙头企业基金来

说，我们就会有更好、更从容的机会买入优

质龙头股，为获得超额收益打好基础。” 郭成

东对记者说。

估值“护城河” 坚实

2017年恒生指数高达36%的涨幅，在令

内地投资者咋舌的同时，也引发了落袋为安

的避险情绪：大涨之后的港股，阶段性的调

整会否演变成向下的拐点？

在释疑这个普遍的忧虑时，郭成东从港

股市场的估值入手，详解了目前港股所特有

的“护城河” 。 他指出，截至今年4月26日，恒

生指数当前的整体估值约为12倍，不仅正处

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 而且纵观全球股市，

也处于较低水平，从投资的角度而言，这是

最强大的估值“护城河” ，为港股市场锁定

了向下调整空间，也为港股投资人提供了安

全垫。

而值得关注的是，在2017年港股市场的

强劲上涨中，主要贡献来自于上市公司盈利

能力的大幅提升，估值提升的贡献不足三分

之一， 这表明，2017年港股的上涨源自于扎

扎实实的基本面提升，并非简单的资金和市

场情绪所推动。 而这，也是港股市场如今估

值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的根本原因。 对此，

郭成东认为， 港股市场上涨处于一种健康

的、良性的上升通道之中，中长期的前景值

得乐观。

“最简单也是最直观的案例， 就是港股估值

和A股的估值对比： 在港股市场去年大幅上

扬之后，相较于A股市场估值水平，港股估值

依然存在20%左右的折价。 因此，虽然近期

我们观察到部分资金北上追逐MSCI概念

股，但这并不影响港股市场对资金的中长期

吸引力，它的配置价值太明显了。” 郭成东对

记者说。

郭成东表示， 在与各方的交流过程中，

能够强烈感受到海外资金对中国经济的信

心越来越足。 他指出，站在全球经济的角度，

中国经济的增速依然十分诱人，对于海外资

金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而观察港股市场则会

发现， 虽然海外市场渴望投资中国市场，但

就目前而言，它们在港股中的配置仍然属于

低配，2018年港股的下调则给了他们低位增

加配置的机会。 郭成东告诉记者，从万家基

金对港股资金流向的观察来看，海外资金持

续流入香港市场有两个半月了，但配置需求

还没有结束。

除了低估值和资金流入外，郭成东还强

调指出，港股市场生态正在发生变化，一些

制度性改革的突破给市场提供了更多的上

升空间。 郭成东表示，从历史情况来看，港股

市场平均估值的波动区间在10-15倍之间，

而目前的平均估值在12倍左右，从周期循环

的角度判断，港股估值还存在系统性提升的

机会，而目前，投资人已经观测到系统性提

升的有利因素，这表明港股市场生态正在朝

好的方向变化。

与此同时，港交所在上市制度上的一些

改革，有助于将更多前景广阔的高科技企业

吸引到港股市场。 郭成东表示，港交所将允

许同股不同权的高科技企业在香港上市，这

会极大地提升港股市场的体量，并吸引数量

更多、 结构更多元化的投资人涌入港股市

场；此外，允许尚未实现盈利的创新型医药

企业在港股上市，也会吸引内地大批原创研

发的企业赴港上市，这将激活更多资金流入

港股市场。

龙头股强者恒强

基于对港股市场中长期看好的乐观判

断，郭成东认为，二季度港股市场的震荡会

为投资人提供更佳的配置机会，而正在发行

的万家新机遇龙头企业基金也迎来了绝佳

的建仓良机。

但需要强调的是，在郭成东眼里，配置

机会并不等于全面牛市。 相较于2017年的集

体狂欢，2018年的港股配置机会更多来自于

结构性牛市。 其中，价值型龙头企业和成长

型龙头企业都会成为港股市场投资的重头

戏，市场会呈现“强者恒强” 的投资格局。

郭成东预期2018年港股市场的风格会

更为均衡，价值型龙头企业和成长型龙头企

业都会存在投资机会， 但侧重点则各有不

同。 他表示，价值型龙头企业中，要侧重于高

股息的龙头企业。 一方面，去年价值型龙头

企业普遍有较高涨幅，需要提防短期回调的

风险；另一方面，持续高股息的派发为价值

型龙头企业提供了一定的投资安全垫。 而成

长型龙头企业中，则需要关注它所处的行业

是否符合中国内需升级和鼓励创新的战略

方向，更要注重细分行业或领域中的潜在爆

发力。

“高股息龙头企业传递出两个信息：第

一，它具有分享精神；第二，它具有持续的现

金流。 具有分享精神，意味着投资者可以信

任这家企业的管理层； 而具有持续的现金

流，在目前整体资金面偏紧的状况下，不仅

保证了投资者分红回报的持续性，还可以为

这类企业提供收购兼并的机会。 因此，从二

季度港股市场波动增大的预判上来看，这类

企业是‘防守反击’ 策略的最佳选择，不过，

也需要优中选优，将仓位集中于真正高质量

的企业。 ” 郭成东说。

在郭成东看来， 在目前港股市场形势

下，价值型龙头企业的作用偏“守” ，而成长

型龙头企业偏“攻” ，因此，成长型龙头企业

的投资将会更加考验投资人的专业能力。 郭

成东指出，价值型龙头企业所处的行业格局

基本稳定， 很难有新企业快速成长的机会，

但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新兴产业

和消费升级等领域则提供了很多企业由小

变大的机会，未来的大牛股必然会从这些成

长型龙头企业中诞生。 郭成东认为，技术进

步和对细分市场的挖掘，是观测这些成长型

龙头企业能否爆发的重要维度，那些有较高

的持续性研发投入的企业，以及在细分市场

中保持领先优势的企业，都有可能在未来成

长为有代表性的大蓝筹。

“我个人的判断， 科技股的行情可能会

在下半年更好。 我们上半年只配了一些被错

杀的硬件企业，但从软件来看，我们觉得是

持续的好周期。 软件对于企业效率的提升和

政府效率的提升，无论是2B和2G端，都出现

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开放式拐点，未来我们会

在这方面加大配置。 此外，成长型的龙头企

业，我们还比较关注医药和消费，下半年的

TMT也是我们比较看好的。 ” 郭成东说。

据了解，郭成东拟任基金经理的万家新

机遇龙头企业基金， 将通过跨境资产配置，

重点投资沪港深股票市场中的优势行业和

龙头企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

获取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A股方

面，投资团队将优选具有核心竞争力、盈利

能力确定性强、在各个细分行业中居于领先

地位，并有望在未来发展成具备全球性竞争

优势的上市企业。 港股方面，万家新机遇龙

头企业将运用高股息策略，优选高股息核心

资产。

深度调研 蓄力勃发

郭成东深耕港股市场多年，长期保持盈

利的战绩让他在港股投资圈颇有声名。 而对

于自己长期获利的秘诀， 郭成东首先强调

的，便是深度调研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投资中， 我们能持续保持获

利的主要因素，是对基本面的把握。 香港市

场是一个机构竞争非常充分的市场， 因此，

需要做好对于上市公司当前基本面和未来

发展预判的研究，这种研究的好坏很大程度

上决定投资的胜率。 而我们对港股的投资

中，最注重的是产业链调研和上市公司的深

度调研，这是我们的核心投资理念。” 郭成东

向记者表示。

但郭成东强调，虽然港股市场是一个机

构竞争充分的市场， 但并不意味着它如同A

股市场一样，已经被研究过度，恰恰相反，它

其实是一个没有被充分研究的市场。 郭成东

指出，长期以来，港股市场成交量相对较低，

市场也不够活跃，导致很多上市公司并未被

机构纳入研究的覆盖范围，更谈不上被深度

挖掘， 研究报告的更新频率远不能和A股市

场相比，这种差异便给内地机构带来了“淘

金” 的投资机会。

郭成东告诉记者，从自己的港股市场投

资经验来看，对港股市场中一些中型公司的

深度挖掘常常能带来持续的超额收益，这加

深了自己对港股上市公司调研重要性的认

识。 他表示，万家基金拥有独立的港股投资

研究团队，并和A股投研团队进行合作，对内

地赴港上市的企业进行更深层次的调研和

挖掘，能更为敏捷地把握行业趋势和个股基

本面变化。 而这种优势，是香港很多投资者

所不具备的。

“2018年香港市场的投资风格， 从大的

维度上看， 因为经济政策的波动开始增加，

估值提升已经回归到了中速水平，结构化行

情将会成为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郭成东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于中盘股的挖掘现在

才刚刚开始，对基本面匹配的挖掘才刚刚开

始，因为现在还有大批市值在200亿-500亿

区间的香港上市公司没有被研究覆盖。 我们

看到很多公司的估值是个位数，但是上市公

司对市场的承诺都是20%以上的增长，它的

PEG基本上在0.5-0.7这个区间。过去由于大

家在中盘股上的获利没有大盘股那么明显，

所以我们觉得从边际上来说，中盘股会有比

较大的改善空间。 ”

简历

郭成东， 万家基金海外投资部总监，15

年研究及投资经验，CFA。 2003年担任天和

证券消费行业研究员，2007年加入上投摩根

基金， 先后任投资组合经理、QDII基金经理

助理(AUM50亿元)、港股投资经理 (AUM12

亿元)。 2017年加入万家基金。

龙头股强者恒强

基于对港股市场中长

期看好的乐观判断，郭成东

认为，二季度港股市场的震

荡会为投资人提供更佳的

配置机会，而正在发行的万

家新机遇龙头企业基金也

迎来了绝佳的建仓良机。

但需要强调的是，在郭

成东眼里，配置机会并不等

于全面牛市。相较于2017年

的集体狂欢，2018年的港股

配置机会更多来自于结构

性牛市。 其中，价值型龙头

企业和成长型龙头企业都

会成为港股市场投资的重

头戏，市场会呈现“强者恒

强” 的投资格局。

郭成东预期2018年港

股市场的风格会更为均衡，

价值型龙头企业和成长型龙

头企业都会存在投资机会，

但侧重点则各有不同。 他表

示，价值型龙头企业中，要侧

重于高股息的龙头企业。 一

方面，去年价值型龙头企业

普遍有较高涨幅，需要提防

短期回调的风险；另一方面，

持续高股息的派发为价值型

龙头企业提供了一定的投资

安全垫。 而成长型龙头企业

中，则需要关注它所处的行

业是否符合中国内需升级和

鼓励创新的战略方向，更要

注重细分行业或领域中的潜

在爆发力。

“高股息龙头企业传递

出两个信息：第一，它具有

分享精神；第二，它具有持

续的现金流。 具有分享精

神，意味着投资者可以信任

这家企业的管理层；而具有

持续的现金流，在目前整体

资金面偏紧的状况下，不仅

保证了投资者分红回报的

持续性，还可以为这类企业

提供收购兼并的机会。 因

此，从二季度港股市场波动

增大的预判上来看，这类企

业是‘防守反击’ 策略的最

佳选择，不过，也需要优中

选优，将仓位集中于真正高

质量的企业。 ” 郭成东说。

在郭成东看来，在目前

港股市场形势下，价值型龙

头企业的作用偏 “守” ，而

成长型龙头企业偏 “攻” ，

因此，成长型龙头企业的投

资将会更加考验投资人的

专业能力。 郭成东指出，价

值型龙头企业所处的行业

格局基本稳定，很难有新企

业快速成长的机会，但在中

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

新兴产业和消费升级等领

域则提供了很多企业由小

变大的机会，未来的大牛股

必然会从这些成长型龙头

企业中诞生。 郭成东认为，

技术进步和对细分市场的

挖掘，是观测这些成长型龙

头企业能否爆发的重要维

度，那些有较高的持续性研

发投入的企业，以及在细分

市场中保持领先优势的企

业，都有可能在未来成长为

有代表性的大蓝筹。

“我个人的判断， 科技

股的行情可能会在下半年

更好。 我们上半年只配了一

些被错杀的硬件企业，但从

软件来看，我们觉得是持续

的好周期。 软件对于企业效

率的提升和政府效率的提

升，无论是2B和2G端，都出

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开放

式拐点，未来我们会在这方

面加大配置。 此外，成长型

的龙头企业，我们还比较关

注医药和消费， 下半年的

TMT也是我们比较看好

的。 ” 郭成东说。

据了解，郭成东拟任基

金经理的万家新机遇龙头

企业基金，将通过跨境资产

配置，重点投资沪港深股票

市场中的优势行业和龙头

企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力争获取超过业绩比

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A股方

面，投资团队将优选具有核

心竞争力、盈利能力确定性

强、在各个细分行业中居于

领先地位，并有望在未来发

展成具备全球性竞争优势

的上市企业。 港股方面，万

家新机遇龙头企业将运用

高股息策略，优选高股息核

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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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成东：港股“入夏” 深耕“龙头”

□本报记者 李良

2017年“牛蹄” 奋扬

过后，港股市场2018年的

开局颇不理想———这是

否意味着港股正在告别

牛市？

拥有15年研究及投

资经历、具备丰富的港股

投资经验、管理资产规模

曾超60亿元的郭成东，断

然否定了这类质疑。 身为

万家新机遇龙头企业拟

任基金经理，郭成东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无论

是从估值、资金趋势还是

市场生态来分析，港股显

然具备持续性提升的空

间， 尤其是在2018年实

施了一些制度性改革后，

港股未来的发展空间正在

不断扩大。

“下蹲是为了更好地

跃起， 港股市场目前就处

于这个状态。所以，虽然我

们觉得二季度港股市场波

动会加大， 但会带来较好

的配置机会。 对于万家新

机遇龙头企业基金来说，

我们会有更好、 更从容的

机会买入优质龙头股，为

获 得 超 额 收 益 打 好 基

础。 ” 郭成东对记者说。

估值“护城河” 坚实

2017年恒生指数高达36%的涨幅， 在令内地投资者咋舌

的同时，也引发了落袋为安的避险情绪：大涨之后的港股，阶

段性的调整会否演变成向下的拐点？

在释疑这个普遍的忧虑时， 郭成东从港股市场的估值入

手，详解了目前港股所特有的“护城河” 。 他指出，截至今年4

月26日，恒生指数当前的整体估值约为12倍，不仅正处于历

史上的较低水平，而且纵观全球股市，也处于较低水平，从投

资的角度而言，这是最强大的估值“护城河” ，为港股市场锁

定了向下调整空间，也为港股投资人提供了安全垫。

而值得关注的是，在2017年港股市场的强劲上涨中，主要

贡献来自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大幅提升， 估值提升的贡献

不足三分之一。 这表明，2017年港股的上涨源自于扎扎实实

的基本面提升，并非简单的资金和市场情绪所推动。 而这，也

是港股市场如今估值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对此，

郭成东认为，港股市场上涨处于一种健康的、良性的上升通道

之中，中长期前景乐观。

“最简单也是最直观的案例，就是港股估值和A股的估值

对比：在港股市场去年大幅上扬之后，相较于A股市场估值水

平，港股估值依然存在20%左右的折价。 因此，虽然近期我们

观察到部分资金北上追逐MSCI概念股，但这并不影响港股市

场对资金的中长期吸引力，它的配置价值太明显了。 ” 郭成东

对记者说。

郭成东表示，在与各方的交流过程中，能够强烈感受到海

外资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越来越足。 他指出，站在全球经济的

角度，中国经济的增速依然十分诱人，对于海外资金的吸引力

与日俱增。 而观察港股市场则会发现，就目前而言，它们在港

股中的配置仍然属于低配，2018年港股的下调则给了他们低

位增加配置的机会。 郭成东告诉记者，从万家基金对港股资金

流向的观察来看，海外资金持续流入香港市场有两个半月了，

但配置需求还没有结束。

除了低估值和资金流入外，郭成东还强调指出，港股市场

生态正在发生变化， 一些制度性改革的突破给市场提供了更

多的上升空间。 郭成东表示，从历史情况来看，港股市场平均

估值的波动区间在10-15倍之间， 而目前的平均估值在12倍

左右，从周期循环的角度判断，港股估值还存在系统性提升的

机会，而目前，投资人已经观测到系统性提升的有利因素，这

表明港股市场生态正在朝好的方向变化。

与此同时，港交所在上市制度上的一些改革，有助于将更

多前景广阔的高科技企业吸引到港股市场。郭成东表示，港交

所将允许同股不同权的高科技企业在香港上市， 这会极大地

提升港股市场的体量，并吸引数量更多、结构更多元化的投资

人涌入港股市场；此外，允许尚未实现盈利的创新型医药企业

在港股上市，也会吸引内地大批原创研发的企业赴港上市，这

将激活更多资金流入港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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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调研 蓄力勃发

郭成东深耕港股市场

多年，长期保持盈利的战绩

让他在港股投资圈颇有声

名。 而对于自己长期获利的

秘诀， 郭成东首先强调的，

便是深度调研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投资中，我

们能持续保持获利的主要

因素， 是对基本面的把握。

香港市场是一个机构竞争

非常充分的市场， 因此，需

要做好对于上市公司当前

基本面和未来发展预判的

研究，这种研究的好坏很大

程度上决定投资的胜率。 而

我们对港股的投资中，最注

重的是产业链调研和上市

公司的深度调研，这是我们

的核心投资理念。 ” 郭成东

向记者表示。

但郭成东强调，虽然港

股市场是一个机构竞争充

分的市场，但并不意味着它

如同A股市场一样， 已经被

研究过度，恰恰相反，它其

实是一个没有被充分研究

的市场。 郭成东指出，长期

以来，港股市场成交量相对

较低， 市场也不够活跃，导

致很多上市公司并未被机

构纳入研究的覆盖范围，更

谈不上被深度挖掘，研究报

告的更新频率远不能和A股

市场相比，这种差异便给内

地机构带来了“淘金” 的投

资机会。

郭成东告诉记者，从自

己的港股市场投资经验来

看，对港股市场中一些中型

公司的深度挖掘常常能带

来持续的超额收益，这加深

了自己对港股上市公司调

研重要性的认识。 他表示，

万家基金拥有独立的港股

投资研究团队， 并和A股投

研团队进行合作，对内地赴

港上市的企业进行更深层

次的调研和挖掘，能更为敏

捷地把握行业趋势和个股

基本面变化。 而这种优势，

是香港很多投资者所不具

备的。

“2018年香港市场的

投资风格， 从大的维度上

看， 因为经济政策的波动

开始增加， 估值提升已经

回归到了中速水平， 结构

化行情将会成为最重要的

一个特色。 ” 郭成东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中

盘股的挖掘现在才刚刚开

始，对基本面匹配的挖掘才

刚刚开始，因为现在还有大

批市值在200亿-500亿区

间的香港上市公司没有被

研究覆盖。 我们看到很多

公司的估值是个位数，但是

上市公司对市场的承诺都

是20%以上的增长， 它的

PEG基本上在0.5-0.7这个

区间。 过去由于大家在中

盘股上的获利没有大盘股

那么明显， 所以我们觉得

从边际上来说， 中盘股会

有比较大的改善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