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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周期联袂上涨

名家观点

指数继续分化 结构行情依旧
本报讯 周三(11 月 18 日)，A 股周
期股与成长股的分化仍在延续。银行
板块领涨 A 股，券商、钢铁、房地产、有
色金属等板块涨幅紧随其后。
在低估值板块活跃带动下，
主板活
跃度和涨幅都有所提升。与之相反，
近
期以创业板为首的成长股表现较弱，
生
物医药、电子等板块走弱。
对于周期股近期轮番走强，
机构分
析主要与经济复苏有关。中信证券表
示，前期疫情给供应端造成冲击，只是
需求不振的宏观背景掩盖了经济复苏
后的供应短缺。近期在需求复苏而供
应尚未全面恢复的推动下，
部分周期子
行业迎来景气修复。
但市场风格切换的问题仍存争
议。中泰证券指出，
在资金的强力推动
下，
低估值的周期类资产有反弹修复的
动力，
但难有反转的大趋势。因为只有
在经济持续上行周期的时候，
周期股才
会有大机会。资本市场更多的结构性
机会可能还是来自新经济领域。
有色板块继续领涨，锌业股份、闽
发铝业等多股涨停，罗平锌电、神火股
份等纷纷跟涨。此外，石油、钢铁和煤
炭等板块也涨幅居前。

有色金属等板块的回暖已经有一
段时间，
背后的上涨逻辑与大宗商品普
涨的刺激不无关系，
后续还能够延续涨
势吗？
近期，多家海内外机构发布研报，
提出看好大宗商品价格的未来走势。
高盛在研报中表示，
大宗商品将在
明年迎来新一轮牛市，
非能源类商品短
期内就会上涨，
能源类商品在冬季过后
将迎来上涨。
中信证券也指出，2020 年全球经
济底部复苏，2021 年有望迎来更明显
恢复，
建议紧抓明年全球经济修复背景
下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机会。分板块

看，受益全球经济回暖，供需格局持续
向好的原油、基本金属及农产品价格有
望持续反弹。
中金公司也对大宗商品保持乐观
态度，认为全球经济将渐进复苏，国内
经济增长保持韧性。而从供给端来看，
全球疫情的发展情形仍使得部分品种
供应获得风险溢价。
巨丰投顾认为，三季报结束后，顺
周期板块走强，
预示跨年度行情已经拉
开序幕。建议投资者把握板块轮动机
会，近期可关注周期股(有色、煤炭、钢
铁)、国资改革以及自贸区题材股，尤其
是其中的低价低估值品种。
(王全)

招商证券在海口举行 2021 年度投资策略会

预计 2021 年 A 股前高后低
一到招商证券年度策略会，
市场就
犯嘀咕，招商“魔咒”会否再次上演？11
月 18 日至 19 日，招商证券 2021 年度投
资策略会将在海口举行。
统计历年数据，
招商证券策略会魔
咒可以追溯到 2011 年，从当年 12 月开
始，已经召开了 19 次策略会，其中开会
首日大盘下跌出现了 17 次，比例高达
89.5％！而在首日未下跌的 2018 年中
期策略会和 2019 年策略会上，则在第
二个交易日出现了下跌的情形。
然而魔咒终究只是“玄学“，
策略本
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在 2021 年度投资策略中，招商证
券策略研究张夏团队认为，2020 年四
季度非金融上市公司盈利将会延续二

季度以来的改善趋势，并将在 2021 年
一季度达到本轮盈利周期高点，
随后落
入盈利放缓通道，
但整体利润中枢相比
2020 年将会出现上移。以二季度作为
分水岭，将会进入转折期，可能会面临
较大的估值下行压力。A 股整体呈现
前高后低的局面，
预期回报率将会明显
低于 2020 年。
基于行业景气度变化可关注以下
行业配置方向：
主线一：海外供需缺口将促使我
国出口继续改善，关注海外需求扩张
且对我国依存度高的领域，如家具、机
电产品、汽车零部件、医疗设备、精细
化工品等；
主线二：
库存低位且需求向好的行

多空看盘（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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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能涨价，关注大宗商品、地产后周
期消费品等；
主线三：
疫情受损板块如出行服务
和线下消费具备较大反弹空间，
如航空
运输、景点、机场等。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
分享了对大类资产未来走势的最新判
断：一是看多非美货币汇率，在美元走
弱的背景下，预计 2021 年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将回到 6.0 左右的水平；二是看
多大宗商品，
尤其是与新经济相关的新
能源和新材料等相关的品种；
三是看多
黄金；四是看空债券，特别是非美国家
的债券价格；
五是看多新兴经济体权益
资产。
（招商证券）

北向资金近一个月走势

明明(中信证券)：

货币大幅收紧概率不高
10 月 CPI 同比大幅下行，基于猪肉
价格继续下跌、鲜果鲜菜等回归季节性
趋势的假设，预计 11 月 CPI 同比大概率
将转负。10 月 PPI 同比与上月持平，基
于国际油价缓慢回升的假设，预计年内
PPI 同比仍将维持在负数区间运行。
预计本轮双通缩持续时间短，货币
大概率维持常态不变。首先，今年 PPI
同比通缩、CPI 小幅转负受疫情影响和
猪肉价格基数影响较大，预计并不会出
现长期双通缩局面，货币政策再宽松概
率低。其次，货币政策已经在疫情之初
开展了降准降息操作并迅速回归正常，
后续货币政策出现转向的概率很低。另
一方面，明年通胀压力有限，货币大幅收
紧概率低。

贺宛男(财经名博)：

市场人气向头部集聚
三季报已落下帷幕。从基本面与市
场面分析三季报，发现今年有一个鲜明
的特色：即盈利向头部企业集中，人气向
大市值股票集聚。以创业板和中小板为
例，因为这两个板块多为民营企业，市场
化程度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创业板盈
利集中的速度更快，这是因为，越是科技
含量高的企业，
“ 赢家通吃”的特色越加
鲜明。
为什么盈利越来越向头部企业集
中？在笔者看来，一是在疫情面前，越是
小企业，抗击和应对风险的能力相对较
低。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
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现在已经不是遍地
开花的时候了，时代需要硬核，需要企业
有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自 11 月初，以最高领导为组长的中
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健全上市公司退市
机制实施方案》以来，监管部门已经将注
册制和退市制度并提。
中国股民千千万，各有各的炒股法，
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转向价值投资、理
性投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好公司也
会跌，
但跌了还是会上来。

但斌(私募投资)：

践行价值投资、逆向投资
过去十多年来，买卖房产带来高额
回报，相比之下，未来十几年最好的投资
就是股票、基金等权益类投资。今年是
践行价值投资、逆向投资最好的年代，尽
管疫情对经济有短期影响，但从长期来
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仍值得期待。大家
要做的就是坚持选择中国最好的、伟大
的企业并跟随他一起成长。经过近 5 年
调整，主板估值进入底部区域，创业板
PE 仍需时间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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