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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站上风口

名家观点

不惧美股大跌 反弹行情没完
本报讯 周三（12 月 5 日）最大
看点就是 A 股不惧美股大跌，低开
不低走。周末市场利好促使 A 股周
一大幅反弹；周二创投概念回归，仍
难 以 形 成 突 破 ，上 方 压 力 仍 需 化
解。周二美股重挫 3%制约 A 股表
现，但 A 股仍能止跌回升，令市场信
心大增。
盘面上，知识产权保护、赛马概
念、尾气治理、有色、猪肉等板块表
现强势，创投、独角兽、保险、天津自
贸区、采掘服务、次新股、上海自贸
区、壳资源、券商、物流等板块跌幅
居前。
创投重挫：鲁信创投、民丰特
纸、弘业股份、市北高新、九鼎投资、
光洋股份、日出东方、德美化工、华
控赛格、亚振家居、群兴玩具、贤丰
控股、华金资本纷纷跌停；艾格拉
斯、新华传媒、海泰发展、复旦复华、
威尔泰、西安旅游、电广传媒、大众
公用、绿庭投资、钱江水利、上海三
毛、张江高科等跌逾 7%。
知识产权保护概念走强，华媒
控股、安妮股份、数字认证、中路股
份 、光 一 科 技 、读 者 传 媒 、新 华 文
轩、掌阅科技等多股涨停。中国科

李志林：

慢牛行情绝不会缺席
在 2600 点附近,上证综指的平均市盈率只有 12
倍左右，上证 50 和沪深 300 只有 9 倍和 10 倍左右，已
明显低于美国道琼斯指数和标普 500 指数的 20 倍和
25 倍市盈率。即便创业板，也只有 30 倍市盈率，也
明显低于纳斯达克 50 倍左右的市盈率。
这意味着 A 股的泡沫风险已基本出清，罕见地
成为国际股市中的估值洼地，因而对国际资本产生
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A 股的调整已进入尾声。即便再受外力的冲击
向下“挖坑”，下跌空间也有限，市场底离 2449 点的政
策底相距不会太远，甚至有可能在政策底之上。这
是 12 月股市继续震荡筑底、磨底，为来年股市上涨做
准备的外在根据和内在根据。
我坚信，A 股结束熊市转入慢牛，只会时间推
迟，但绝不会缺席。

传 、京 华 激 光 、汉 邦 高 科 、数 码 科
技、捷成股份、拓尔思、美亚柏科等
涨逾 4%。
午后，雄安新区快速拉升：四通
新材、森远股份、泰达股份、冀东装
备涨停，韩建河山、河北宣工、华夏
幸福、青龙管业、建科院、天业通联、
巨力索具、博深工具、冀东水泥等拉
升明显。
巨丰投顾认为，沪指 2449 点以
来的反弹仍未结束。知识产权保护
站上风口，白酒、有色、海南、雄安新
区等板块表现强势，股指在 20 日均

线获得支撑。操作上，继续关注流
动性充沛的超跌低价股，重点关注
新能源汽车和 5G 概念股。
巨景投顾认为，周三，沪指低
开高走收阳，创指震荡向上走强，
指数通过了低开考验。周一缺口
和短期均线双支撑依旧强大，当前
仍处于反弹周期之中，行情还将继
续上行，大盘短期有望继续走高。
因此操作上逢低吸纳为主，积极看
多做多。策略上，缺口上方以持股
为主。
(王全)

·宏观策略·

坚定看多成长
当前时点，从基本面、流动性、
估值、资金面和市场面等维度来看，
坚定看多成长具备逻辑支撑。
从基本面来看，就短期而言，基
于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2019
年宏观经济下行趋势较为确定，蓝
筹股企业盈利与宏观经济关联度
高，以先进制造为代表的产业升级
成为宏观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
而且盈利比较优势进一步显现。与
此同时，并购重组政策松绑。
就中长期而言，产业升级和消
费升级均迎来拐点。上世纪 70 年
代，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化都步入后
工业阶段，随后有两个标志性拐点
发 生 ，一 是 人 均 GDP 突 破 8000 美
元，二是新一轮中周期开启，与之呼

P02

应，美国和日本均开启了一轮以产
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为主线的长期慢
牛行情。上述标志性拐点，正是我
国经济正在发生的，2015 年国内人
均 GDP 突破 8000 美元，2016 年新一
轮中周期开启。与此同时，人力资
本红利释放叠加政策不断催化，我
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加速。
从流动性来看，在短周期回落
的背景下，需求端逐步回落，结合当
前的政策信号，流动性已经开始边
际改善。
从基本面和流动性出发，成长
风格均具备比较优势。从估值和资
金面来看，成长具备安全边际。
从估值来看，二季度以来的恐
慌式下跌加速估值见底，当前创业

板市盈率处在历史最低。从资金面
来看，A 股将迎来三大重要增量资
金来源，即房地产长周期见顶驱动
居民资产配置逐步转向股市、养老
金入市将为股市提供长期稳定的增
量资金、A 股国际化提速带来海外
增量资金。从市场面来看，10 月 22
日以来低价股和绩差股再次实现显
著且持续的收益，基于历史复盘的
规律性经验，这往往预示着市场将
产生趋势性行情。
在结构选择上，我们看好具备
技术扩散性、发展可持续性和经济
主导性等要素的方向，重点有云计
算、半导体、电动车、智能制造、5G
等。
（东吴证券）

贺宛男：

远离高商誉上市公司
有这样一家上市公司：
1996 年上市以来累计分红
次数为0，
更奇葩的是，
其总资产高达1210亿元，
净资产
134亿元，
可目前市值仅88.7亿元，
市净率仅0.66倍。
而它商誉竟达 154.16 亿元。去掉商誉，公司净
资产为-20 亿，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资不抵债！这
家公司就是海航科技！
据有关统计显示，截止 2018 年三季报，A 股共有
2070 家上市公司存在商誉，其中有 227 家公司的商誉
规模占净资产比例超 40%，
72 家商誉规模占净资产比
例超 60%，
更有 18 家商誉规模超过净资产。如曲美家
居商誉 36.7 亿元，占净资产 188.9%；纳斯达商誉 129
亿，占净资产 170%；顺利办商誉 42.49 亿，占净资产
135%；
炼石航空商誉 25.16 亿，
占净资产 187%；
等等。
毫无疑问，商誉从 2014 年 3000 多亿，到两年后
破万亿，再到今年接近 1.5 万亿，既是上市公司急功
近利、拼命追求外延式扩张所致，也同监管不到位，
不够谨慎有关。
当时诸如“大手笔”、
“ 并购盛宴”、
“ 绘制海外并
购新蓝图”之类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如今，
“ 大手
笔”成了
“大败笔”，
吃亏受伤的是广大股民。

姜超：

只有减税负 才有大牛市
货币超发滞胀，减税股债双牛。展望未来，中国
正面临历史性选择，第一种选择是继续货币超发，其
对应的是拉美滞胀模式，这意味着应该配置房子商
品等实物类资产，而金融资产没有配置的价值，这其
实是我们过去 10 年的经历。第二种是大规模基建，
对应的是日本式的长期萧条，因为政府投资挤出一
切有效投资，经济没有效率，对应的是债市长牛，股
市长熊。最后一种是美国式减税，对应的是股债双
牛，尤其是创新将迎来长牛行情。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会选择收货币、减税负，这意
味着有望走向美国式的股债双牛之路，17 年开始的
金融去杠杆在 18 年开启了债券牛市，而 18 年开始的
减税意味着新一轮股票牛市也在酝酿当中，当前中
国资本市场面临着历史性的投资机会。

任泽平：

经济二次探底应加大逆周期调节
多空看盘（12 月 5 日）

北向资金近一个月走势

中国 11 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0，创 2016 年 7 月
以来新低，预期 50.2，前值 50.2。官方非制造业 PMI
为 53.4，预期 53.8，前值 53.9。拖累力量主要是生产、
新订单、采购量和价格指数。
面对美联储加息、
财政整顿、
金融去杠杆、
地产调控
等内外部因素叠加，
2018年下半年-2019年中国经济加
快下行，
预计 2019 年中二次探底。政治局会议首次强
调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
部署六
“稳”
、
解决民企和中小
企业困难，
央行、
银保监会、
证监会、
财政部、司法部等
部门出台纾困措施，
预调微调货币金融财税政策。但
传导时滞、
终身追责、
金融监管偏严等约束较多。
金融去杠杆、财政整顿、环保加强和社保改由税
务征收等政策更多是经济过热时期的政策，在当前
及未来经济下行期，政策应调整为发挥逆周期调节
作用。不应将短期的需求管理逆周期调节政策与长
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立，长期改革需要短期稳
定的宏观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