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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消费新基建携手走强

外围释放充分 A 股迎接反弹
本报讯 隔夜美股暴涨，周三（3
月 25 日），日韩股市开盘吹响多头号
角，
A 股市场亦走出普涨行情。
值得关注的是，黄金概念股随着
国际金价飙涨连续第二日出现大
涨。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一现象背后
或隐藏着一项股市风向标。
“当前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数据，
是金铜比，我们观察到金铜比再度创
新高至 0.28，逼近历史极限值。”长江
证券表示，六十年来达到当前金铜比
点位的时间点仅有 5 次，两次经济危
机，与三次快速衰退末端和复苏前
端；数据创历史新高或反映当前资产
价格层面对经济的悲观预期已经释
放得较为充分。
数据显示，周二 A 股终结连续 11
天资金净卖出。统计还显示，在近期
股市大幅下跌的近 7 个交易日中，
ETF 累 计 净 申 购 资 金 已 达 500 亿
元。场内抄底资金不惧调整，眼光独
到。
汽车股延续周二强势：曙光股
份、力帆股份、众泰汽车涨停，上汽集
团、广汽集团、北汽蓝谷、长城汽车、
长安汽车纷纷上涨。汽车零部件板
块：奥特佳、襄阳轴承、华域汽车、广
东鸿图、北特科技、亚太股份、今飞凯
达、京威股份等涨停。
消费电子大幅拉升：立讯精密、

蓝思科技、歌尔股份涨停，领益智造、
精研科技、欣旺达、春秋电子、安洁科
技、长盈精密等涨幅居前。
新基建板块中，早盘充电桩强势
反弹：和顺电气、通合科技、中恒电
气、茂硕电源、英维克、奥特迅涨停，
合康新能、科士达跟涨。
受政策利好刺激，养殖业板块拉
升，好当家、国联水产、獐子岛涨停，
中水渔业、大湖股份等纷纷上涨。食
品饮料拉升，西王食品、桂发祥涨停，
新乳业、西麦食品、双塔食品、良品铺
子、千禾味业等跟涨。
午后高铁板块拉升：晋西车轴、
晋亿实业、凯发电气、太原重工、鼎汉
技术、永贵电器、神州高铁、时代新材
等纷纷上涨。
午后，口罩板块集体走强：合锻
智能、蓝思科技、鱼跃医疗、国恩股

份、振德医疗涨停。
房地产板块午后接力拉升，南国
置业等涨停。
巨丰投顾认为上周 A 股总体跌
幅 5% 左 右 ，远 远 低 于 全 球 资 本 市
场。周一周二连续 2 天，外围股市报
复性反弹，受此影响，A 股同步反弹，
但力度小于外围市场。周三，A 股普
涨，大消费板块(汽车、消费电子、家
电、食品饮料等)和新基建(高铁、充
电桩、
5G 等)领涨，另外大金融(保险、
银行、券商)也有不错的表现，场内资
金高抛意愿较周二有所减弱。操作
上，继续以券商板块为风向标，短线
关注新基建和大消费板块，但要注意
板块轮动，不宜追涨杀跌，更不宜快
速扩大仓位。
源达指出，外围刺激政策利好，
A 股迎接反弹机遇。
（王全）

·宏观策略·

优质资产具吸引力 进入配置区
海外权益已经进入底部区间，下
一个路标在于信用风险的边际缓
和。本轮新冠疫情冲击下标普 500
指数下挫 30%，波动率飙升超过 2008
年，北美高收益/投资级债券信用利
差大幅上行。参考美国 1929 年大萧
条、1987 年“黑色星期一”、2000 年互
联网泡沫破裂，2008 年“雷曼时刻”
四次市场极端波动中，股票市场经历
两个阶段：1)第一个阶段表现为恐慌
性抛售，定价悲观的经济/盈利前景，
并伴随着流动性危机(如 2008 年“雷
曼时刻”货币市场冻结)，股指往往在
短时间内大幅下挫，这一比例通常在
30%左右。2)第二个阶段表现为投资
者开始理性评估经济/信用前景以及
政策逆周期管理的效果，这一阶段表

现为震荡整理。我们认为，随着流动
性风险缓解，第一阶段的冲击有望缓
和，权益进入底部区间，未来核心在
于信用风险何时缓和。。
美联储零利率+回购+QE+央行
互换+CPFF 组合拳下，效果已经初
步显现。从货币角度看，美元指数短
期大幅上升后走弱。尽管避险情绪
下，海外投资者对美元需求仍然会保
持较高强度，从边际上，美联储的流
动性供给、资产波动率下降、市场机
制理顺/拆借意愿回升后，美元流动
性紧张的局面有望缓解。
当前全球疫情的边际决定了风
险溢出以及中期经济预期的方向，进
而决定了资本流动的边际。目前政
策变量已前置，全球货币政策已全面

宽松，全球财政也有望协同，因此权
益流动性回暖的积极条件已经展开，
但仍需等待全球疫情与经济的边际
进一步清晰。
中国 A 股外资偏好组合估值已
进入配置区间，流动性风险冲击缓和
后，北上有望重回净流入。根据我们
的测算，近一个月以来配置型外资净
流出是北上资金净流出的重要力量，
或是由于全球风险冲击下资产配置
机构再平衡调整权益权重所致。市
场大幅波动以后，A 股外资偏好组合
标的估值已接近历史均值-1x 标准
差，进入配置区间。从该角度看，全
球流动性冲击缓和后，中国优质资产
有望重获北上净流入。
（国泰君安）

本版责编 王昭全

P02

名家观点
姜超：
投资中国市场相对最安全
本轮中国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疫情控制
最有成效。用一个月的居家隔离和经济的短
期大幅下滑，将病毒基本消灭。相比于海外疫
情的大幅扩散，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海外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资产价格的大幅
下跌已经引发了流动性危机，未来需要高度警
惕美国企业债市场、欧洲国债和企业债市场，
以及部分新兴市场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如
果欧美疫情控制不力，不排除会在今年上半年
陷入经济衰退。而对于中国而言，上述所有的
危机都不会发生，与其去抢购被美联储大幅注
水的美元，还不如投资相对最安全的中国市
场。

李迅雷：
在确定性强的公司里寻找机会
相比于 2008 年时的金融危机，我认为现
在形势更加严峻。因为 2008 年金融危机是在
高利率环境下爆发的，之后各国政府通过降息
和量化宽松政策，带动全球经济慢慢复苏。现
在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早已把利率降了很低，相
比 2008 年可使用的工具更少了，债务负担也
更重了。
从 美 国 来 看 ，其 文 化 娱 乐 的 增 加 值 占
GDP 比重的 31%，服务业创造的 GDP 占美国
GDP 总量的 80%。如果金融领域出现流动性
危机了，实体经济又出现停滞的风险，这一轮
的危机会比 2008 年更大。
只要不加杠杆，投资风险比以前要小了。
疫情终会过去，金融市场也会恢复正常。我认
为很长时间内不会出现全面牛市，但结构性机
会依然存在。因为 A 股的估值结构里，给未来
业绩确定、主营业务突出的大公司较低估值，
而给未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中小公司较高
估值。正是这样的估值偏差，所以中国存在结
构性牛市的机会。

马骏：
LPR 报价保持不变
降准预期再度升温
3 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LPR 暂时不
变，并不代表贷款利率也保持不变。实际上今
年 2 月一般贷款利率为 5.49%，较 2019 年 12 月
下降 25 个基点，降幅明显超过同期 1 年期 LPR
的降幅。而且 2 月 LPR 下降的效果也将在 3
月有所体现，即 3 月贷款利率有较大概率会继
续下行。
鉴于外汇占款已经不是基础货币供应的
主渠道，而稳定经济又需要适度的广义货币增
速，未来央行在全面降准、定向降准方面还会
有较大空间，在必要情况下也可以加大公开市
场操作的力度。

广告

中银中证 100ETF 发行
把握大盘蓝筹股配置良机
多空看盘（3 月 25 日）

北向资金近一个月走势

中银中证 100ETF 将采用完全复制策略
跟踪中证 100 指数，进行被动投资。该基金
拟任基金经理赵建忠同时也管理着中银基
金旗下另一只以中证 100 为标的的指数基
金——中银中证 100 指数增强型基金。海
通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 13 日，这只基
金最近三年净值增长率达 40.13%，在全部
52 只增强股票指数型基金中排名第 6。赵
建忠也凭借中银中证 100 的优异业绩，在
2019 年的英华奖评选中荣膺“三年期指数增
强最佳基金经理”。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银基金在济
安金信
“指数基金管理能力评分”
中获得五星
评级评价，
并在 2019 年济安金信第 2 届
“群星
汇”
评选中荣获
“指数型基金管理奖”
。
（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