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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经济转型期投资机遇

新经济中孕育长跑冠军

□招商中国机遇股票型基金经理 李亚

今年开年以来，上证综指先扬后抑，一度触及

3587点；进入二季度后，市场维持底部箱体运行格

局，仍未回到年初高点，始终在3100点上下震荡。

受制于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资本外流压力，近

期投资者观望情绪渐浓。 但我们对市场相对乐观。

从2016年年初的2600点至今，A股经历了两年的

盈利增长，从基本面来看，目前的点位处于相对底

部。 从结构来看，春节后市场发生了一个从大蓝筹

向中小创进行的风格转换， 我们判断这大概率是

今年全年的趋势。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

府对新经济发展的决心不容小觑，我们认为，受益

于国家战略、 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与长期消费升级

息息相关的新经济等主题和行业中， 有望催生一

批未来的朝阳行业和伟大公司，成为A股市场中的

长跑冠军。

对A股后市并不悲观

近期市场仍在箱体震荡格局中往复， 五月下

旬，上证综指重新回到20日均线下方。 美国加息，

流动性回流美国，全球经济演绎避险逻辑，新兴市

场股债及汇率市场可能会受较大影响。 同时，全球

利率中枢小幅下行，全球股票市场近期波动较大，

对国内利率形成制约。 总体上，近期市场将有利于

避险资产，对风险资产有所压制。 美联储对未来加

息路径的指引以及更新的联储经济预测将成为十

分重要的信号， 美元和美债走势对于权益市场特

别是新兴市场的负面影响仍在。

但整体来看，我们对A股市场并不悲观。 短期

来看，目前上证指数在3100点上下，从2016年年初

的2600点至今，A股经历了这两年的盈利增长，从

基本面来看，应该说目前的点位处于相对底部，整

体预期偏乐观。 经过年初以来的变化，春节之后市

场进行了一个较大的风格转换， 从大的蓝筹股和

价值股转向了中小创和成长股。 我们认为这个趋

势没有结束，这大概率也是今年全年的趋势，从今

年对2025中国制造中部分重点行业的鼓励政策便

能看出。

结构方面， 我们一方面继续关注新经济等重

点发展领域的相关机会，包括医药、电子等；另一

方面关注低估值金融股或迎来阶段性行情；此外，

二季度较好的名义经济走势或带来经济预期阶段

性修复、周期可能存在反弹行情等。

自下而上精选新经济长跑冠军

从配置上来看，我们首先看好新经济成长股，

主要是医药生物、新能源汽车链、5G产业链、半导

体、大飞机、新材料以及先进制造相关的公司，这

些都是新时代、 新机遇下政策引导鼓励和未来发

展的重要方向，可以从中优选优质公司。 其次，传

统经济经过这几年供给侧改革、 金融去杠杆、“一

带一路” 以及国企改革等一系列大背景，很多行业

的龙头公司竞争优势非常明显， 盈利增速和估值

较为匹配，且估值上看起来还有一定程度的低估，

一些估值低、增速确定的公司也是值得关注的，比

如地产、水泥行业的龙头公司，以及大金融板块比

如银行、券商、保险的龙头公司，都具有较强的阶

段性配置价值。

那么新经济领域如何选？ 我们认为有两类公

司值得关注：一类是已经成长为行业龙头的公司，

过往业绩非常优秀，可以说是“独角兽” 公司，投

资这类公司可以享受整个行业的成长性， 从历史

经验来看，这类公司变差的概率是比较低的；还有

一类就是虽然目前还不是大公司， 但正处于高速

成长期，存在变成龙头的可能性，这种公司需要投

资者进行多方调研和验证。 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

第二类公司通常业绩增速较高， 估值相应地也会

更高一些，风险也就相对大一些。

个股选择方面， 笔者个人的投资风格是自下

而上选股，优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选择

估值与增长相匹配的品种。 如今的市场不能像

2013-2015年选成长股那样， 当时可能是选市场

空间大、讲逻辑、讲故事的公司，而现在对企业盈

利增长确定性和延续性要求比较高， 因此我们需

要优选行业中盈利增长和估值较为匹配的偏龙头

公司。

价值投资趋势兴起

沪深300指数配置性价比提升

□广发沪深300指数增强拟任基金经理 赵杰

6月1日，A股股票正式纳入MSCI指数体系，

这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根据韩国等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A股纳入

MSCI将在中长期带来万亿级别的资金流入，从中

长期来看，将对A股市场的风险偏好、市场风格、投

资者结构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价值投资趋势正在兴起

6月1日，MSCI指数纳入A股， 是资本市场

备受关注的热点。根据海外经验，新兴市场加入

MSCI后，相关指数将会取得正收益。例如，韩国

初步纳入MSCI后，一个月时间内股票指数出现

较为明显上行， 韩国综指扭转前期颓势上行

7.1%。

对A股市场而言，MSCI指数纳入A股将是一

个中长期的持续利好因素。 按照MSCI公布的时间

表，A股首次纳入指数将分两步走。 第一步自6月1

日开始，A股纳入MSCI进入首次纳入适应期，纳

入比例为2.5%， 对应MSCI新兴市场指数权重为

0.37%。第二步在3个月之后，A股于9月3日完成首

次纳入，纳入比例达到5%，对应权重为0.73%。 根

据券商研究的测算，6月带来的增量资金预计为

1000亿元，后续逐步增加，中长期的增量资金有望

达到2万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被纳入MSCI指数的234只A

股中，超过200只来自沪深300指数，占比近90%。

这意味着A股正式“入摩” 后，从中长期对A股市

场的市场风格、投资者结构都带来重要的影响。

从投资者结构看，A股近几年正处于从散户主

导向机构主导过渡的时期。 在机构群体中， 以保

险、私募、社保、外资为代表的绝对收益投资者快

速崛起，开始主导市场的话语权。 未来随着海外资

金、 养老目标基金、FOF基金等长期资金的入市，

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强化。 对于绝对收益机构投资

者，基本都以价值投资为理念，倡导获取长期稳健

收益。

从市场环境来看，过去几年，随着A股市场不

断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市场已经在潜移默化

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随着并购重组被约束、游资

炒作被严格限制，政策监管也在正本清源，扬善惩

恶。总体来看，在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下，A股市场

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价值投资的趋势正在兴起。

在价值投资为主导的市场趋势下， 如何把握

投资机遇，避免“赚了指数不赚钱” ，是每个投资

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选择一个符合市场

风格的指数增强基金，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中长期

投资手段。

量化选股策略 获取超额收益

沪深300指数是A股市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

力，且最被机构投资者认可的指数之一，其成份

股由市场中市值最大、 流动性最好的300只股票

组成，基本囊括了所有的蓝筹白马股票，具有鲜

明的价值风格属性。 在市场趋于成熟，回归价值

投资的背景下，该指数由于与市场投资风格的契

合，预期将明显收益。 如本次纳入MSCI的234只

股票， 经统计其中有接近90%属于沪深300指数

成份股，后续资金的持续流入将对指数构成中长

期利好。

另一方面，今年国内宏观经济仍将相对稳定，

防风险仍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重心， 流动性会

保持平衡的状态。 在此宏观背景下，企业盈利向好

的趋势仍能保持，预计今年沪深300指数整体净利

润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同时指数的最新市

盈率约13倍，处于最近三年来的低位。 结合盈利和

估值的情况，沪深300指数向下空间有限，从中期

来看具有较高的投资性价比。

再具体谈一谈指数增强基金。 指数增强基金

主要通过量化选股模型构建股票组合， 其投资目

标是在控制跟踪误差的基础上最大化跑赢标的指

数。 在具体模型构建中，模型会利用股票相关的海

量数据提炼多个量化选股因子， 对股票进行多方

面的综合打分，以选出能够提供超额收益的股票，

并在此基础上使用优化的算法以获得稳定的超额

收益。 同时选股模型会限制股票组合与指数在行

业、风格等方面的偏离，以控制跟踪误差，因此指

数增强基金的风格与指数保持一致， 不存在风格

漂移的风险。

笔者对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进行统计，在

2015年到2017年， 每年分别平均跑赢7.42、7.1和

3.79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充分体现了指数增强基金

在中长期的优异表现， 也说明在主动投资上依然

占据主流的国内市场， 对于有严格投资逻辑和投

资纪律的量化选股策略， 未来的潜力和施展空间

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内市场的运行逻辑在

向国外成熟市场演进， 国内量化因子的表现规律

也将逐步向国外看齐，因此在实际的量化模型中，

笔者建议更多关注在国内外都具有选股效果的因

子，如价值、红利、低波动等因子。 这一趋势在去年

已经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预计未来也将持续。

敬畏TMT行业趋势

发掘核心驱动因素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基金经理

潘明

每年A股TMT市场都能给投资

者带来不同的体验， 不管这些体验

是机遇还是挑战，2018年也是一样。

从今年年初至今， 计算机行业的机

会看起来更多一些，而电子、传媒和

通信行业的挑战更多一些。 今年的

市场偏好是买软（软件）不买硬（硬

件但半导体除外）， 这与2017年的

白马尤其电子白马的行情不同。

从2015年6月初的历史高点到

2017年年底，计算机行业震荡下行近

60%， 机构的计算机配置也在去年年

底到达低点，因此今年的反弹在情理

之中但也在意料之外。 计算机行业的

核心主线是拐点向上的云计算，2018

年全球云服务增速一季度同比增长

58%。 云计算产业链中，A股缺乏

PASS平台型公司（比如阿里云），但

有越来越多的优质SAAS软件型和

IAAS基础设施公司值得关注。 安防

板块过去几年稳定增长，龙头企业市

值也随之上升，并受到外资的青睐。更

大的安防空间可能存在虚拟世界中，

而不是已经布满摄像头的实体世界。

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手

机上的虚拟网络世界， 网络内容和

流量的安防需求在国家、 运营商层

面大幅提升， 虚拟世界安防或网络

可视化 （其前端设备类似实体世界

中的摄像头）行业增速迅猛，空间可

能逐步与实体世界以摄像头为核心

的安防市场的空间靠拢。

2017年唯一上涨的TMT行业

是电子， 但今年的形势与去年有所

不同。 虽然消费电子带动行业下行，

但TMT中的“创新药” 也就是半导

体相对稳定。 结合国家对半导体行

业的大力扶持， 这个主题有望从一

个强主题慢慢演变成一个成长的主

题。 手机产业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但苹果手机的消费属性和类奢侈品

属性越来越强， 随着iPhoneX和国

产手机的库存被消化， 下半年消费

电子的基本面或改善。

5G无疑是未来几年行业发展的

核心驱动因素。比较4G与5G的传输

速度有点像比较马车与和谐号的速

度。 之前提到的云计算的爆发性增

长对数据中心的需求拉动以及相关

的光模块板块也是通信行业里持续

性很强的亮点。

手机的红利消失对传媒行业的

发展有一些短期影响， 但让互联网

巨头焦虑的抖音的爆红现象令人相

信中国传媒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多

元化和新模式也许能让行业扭转从

2015年6月以来的下行趋势。付费红

利是今年传媒行业的投资主线，不

管是to� C的视频付费和微信公众号

付费还是to� B的图片版权付费。

敬畏TMT行业趋势，在趋势来

临前勤奋并默默修炼支点， 提高行

业投资优势， 以随时应对突如其来

的TMT行业发展的趋势杠杆是我

个人的投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