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历

齐东超，清华大学工学硕士，6年证券从业经验。 现任汇添富成长焦点基金经理，

曾任海通证券研究所证券分析师。 2005年4月加入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行业

分析师、投资研究总部研究总监助理、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助理。

周睿，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5年证券从业经验。曾任珠海恒通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部门主管、上海海济医药生物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上海科宝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海通证券研究所医药行业研究员。 2009年9月加入汇添富基金管理公

司任高级研究员，2010年9月21日至2012年3月1日任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型基金的基

金经理助理，现任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型基金的基金经理。

汇添富医药保健基金经理周睿：医药行业凸显“进攻性”

本报记者 李良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3月13日，业内首只医药行业基金———汇添富医药保健基金业绩持续占据股票基金冠军宝座，成为当之无愧的业绩领头

羊。而汇添富医药保健基金的长期业绩同样出色，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13日，添富医药基金近一年和两年业绩分列所有股票型基金第二和第四名。添富医药持续亮眼

的业绩归功于基金经理周睿深厚的医药行业背景、独特的医药投资逻辑以及他身后强大的投研团队。

在周睿眼里，医药行业已非传统的防御性板块，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其“进攻性”正日渐凸显，而医药主题基金业绩的抢眼表现，或将在2013年持续延续。 周睿指出，在人

口老龄化、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今年医药行业将保持良好的增长，而且从上市公司年报和2013年一季度预测情况来看，医药主流公司整体业绩或将继续领先各

行业；此外，医药行业政策偏暖，有望支持医药板块长期走好。

中国证券报：结合你近期调研的情况来分析，你如何看待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的投资前景？

周睿：从最近调研的情况来看，医药企业开年的势头不错，不少企业经营情况超出预期，连沉寂已久的部分品牌OTC类药品1月份销售数据也同比增长超过30%。当然，导

致1月份部分企业经营数据超预期的原因各有不同，比如春节因素、极端天气以及北方大面积雾霾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在中央政府日益重视民生的背景下，整个医药行业正

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根据国家药监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预测，中国医药经济在未来十年依然可保持20%左右的增长，这个增速高出政府GDP增长目标两倍以上。医药行业确定性的快速增

长充分说明了现阶段医药板块高溢价符合逻辑，存在合理性，而且我相信，医药板块的估值溢价会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存在。

值得关注的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近年来在行业政策的逐步引导下，整个医药行业的优胜劣汰日益明显，尤其在药品招标环节，注重质量成为趋势，这对大企业是有利

的，医药行业“散、乱、差、小”的产业特征正在改善。

中国证券报：以往，医药股通常被认为是“防御性”板块，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才会被机构抱团，但从去年底至今的反弹行情来看，在周期股上涨的同时，医药股表现同样抢

眼，这是否意味着医药股的防御特性发生了改变？

周睿：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医药股已经初步显现出“进攻性”，不再单纯是“防御性”投资品种，而“进攻性”的特质将会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而愈发明显。

医药股的“进攻性”主要体现在其未来市场需求非常庞大。卫生部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未来政府要加大健康投入，要在2020年达到全球平均

水平，卫生费用占GDP比重进一步提升到6.5%-7%。 如果按照未来GDP复合增长率为6%的水平简单测算（“十二五”规划GDP增速为7%），2020年人均GDP将达到5.37万元，那

么到2020年人均卫生总费用将达到3491元-3760元，这相比2010年人均卫生总费用1491元的水平有2.3-2.5倍的提升空间。 预计随着医疗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被压抑的居民

医疗需求将得到充分释放。

中国证券报：根据你的判断，医药行业发展前景很清晰，但在具体个股投资上是否也有清晰的方向和策略？

周睿：医药行业是个性化的行业，存在很多细分的子行业，这导致目前180多家医药上市公司共性并不明显，分化情况较为严重。 而从近年医药股的表现来看，作为一个

板块同涨同跌的时代已经过去，医药股投资更注重的是“自下而上”的精选个股。

从行业具体情况分析，近年来医药行业正发生深刻变化———脱离低水平、简单重复的产业特征，产业正在进入一个空前剧烈的分化、调整、重组的新时期。 现在，药品批

准上市特别是仿制药被批准上市越来越难，新版GMP标准的实施以及药品集中招标体系的完善正加速企业的优胜劣汰，行业壁垒越来越高，行业资源正在向优势企业集中。

在这个时期，商业模式清晰、竞争优势明显的医药企业，如果可以抓住新医改巨大发展机遇期，扩张营销队伍，完善产品线，业绩增长有望进入新阶段，这类医药股就是我们

投资的重点。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在挖掘这类重要战略性投资品种时，需要有前瞻性的分析，深入了解这些医药企业所面临的行业外部环境、内部公司治理、与医保改革方向的契合

度、差异化营销能力以及政府事务能力等，跟踪的时间跨度或许很长，但能为投资提供更多的确定性。 此外，通过公司内部改革实现困境反转型的医药企业，也是我重点关注

的对象。

汇添富民营活力齐东超：成长股投资要“换位思考”

本报记者 李良

齐东超给记者的印象是思维活跃，充满激情。 过去几年他出色的投资业绩成为投资人聚焦的焦点，在和他的沟通中，他对成长股投资的独到见解也让记者印象深刻。

Wind数据显示，自2010年成立至今，大盘近乎步步走低，汇添富民营活力却为投资者获得了超过20%的正收益，在同期成立的股基中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截至今年3月

15日，添富民营基金近一年和两年业绩双双进入所有股票型基金前十，分列第六和第二名；2013年，汇添富民营活力基金持续保持在“上升通道”，截至3月15日，在今年以来

的股基业绩排名排名第七。

齐东超偏爱成长股投资，回顾过去几年的投资，可以看到他成功捕获了多只高速成长股。 齐东超坚信，大多数行业和公司的发展都是S型的，只有力争投资在其发展加速

期的前半部分，才有望获得确定性的利润。 而在成长股的投资中，他善于“换位思考”———像上市公司股东一样去前瞻企业的未来，并凭借专业能力做出准确判断，这是他的

成长股投资最具竞争力的优势所在。

中国证券报：你的投资风格中，挖掘成长股是最鲜明的特点。 但对于成长股投资，不同的基金经理常会给出不同的理解，能否向我们描述一下你的思路？

齐东超：在投资中，我偏爱成长股投资。 但是我主要关注那些高速成长股，并且我所关注的股票不仅要有较高的增长速度，还要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只有这样的股票我

才会长期持有。 要找到这样的股票，就需要通过扎实的研究和反复的调研。 另外，在找到这样的高速成长股之后，还要敢于提前布局。 因为我坚信，大多数行业和公司的发展

都是S型的，我们力争投资在其发展加速期的前半部分，这样才有望获得确定性的利润。

许多大牛股都会呈现一个从缓慢增长至加速增长，再至增长放缓而到逐步衰落的过程，剔除短期的新闻和事件噪音干扰，其实公司发展的生命周期决定了它的增速。 因

此，当一个潜在高成长的公司，只被以平庸的价格交易时，我们要果断发现其价值；当过往高成长的公司疲态初现，但仍然以未来高贵的价格交易时，我们也要果断地实现其

价值。

在市场波动时，成长股投资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层面：首先是基本面层面，主要来源于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和相应的企业战略。 好的成长股较少出现突兀性的波动，波

动往往来自于新的信息变量。 一方面，我们需要评价这些变量是否伤害了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要考察企业的战略本身是否能够覆盖新的信息变量。 其次是估值

层面，主要来源于估值的吸引力。 这一因素很大程度上受市场情绪左右，较难把握。

中国证券报：在成长股投资中，你最看重的因素有哪些？

齐东超：优秀的投资一定是一个整体分析的过程，是对企业确定定位、运用资源和组织经营、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体系综合的评价。 概括而言，就是所谓商业模式的成功。

因此，商业模式是成长股投资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即使对一家企业的商业模式有了足够的了解，我们还需要知道，商业模式是一个相对静态的概念，想要预见性的投资，在投资中把握先机，我们要了解公司需要对待不

同的发展因素进行定位和取舍，在经营活动中采取有别于竞争对手同时能够更好地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方法，以形成公司的经营战略，这是一个相对动态的过程。 我们应

该对企业战略有自己的判断，并进而与公司已经制定和执行的战略进行比对和评判。 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换位思考”，像公司的股东一样去思考公司的未来，这样才能够有

更为准确的判断。

除了商业模式外，公司的治理结构、公司管理层的能力和品格、公司利润的持续增长，都是成长股投资中需要注重的因素。 先找到优质公司，再找到它们高速增长的阶

段，在合适的时机买入以及在合适的时机卖出，就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成长股投资。

中国证券报：站在当前时点，你如何判断A股后市走向？

齐东超：我们对上半年的整体判断是相对乐观的，今年是比较适合股市投资的阶段。 从具体的配置看，我们认为三大类资产的投资机会要把握：一是低估值板块的机会。

随着QFII和RQFII的大量进入，今年是A股的国际化年，低估值、大市值、流动性好的股票将越来越得到投资者的青睐；一是受益于经济复苏的周期性板块。 我们判断今年的

宏观环境是逐步复苏，一些供给结构相对较好的周期性板块将获得盈利改善的机会。 因此，对于典型周期性板块来说，我们将寻找其板块内的龙头企业进行战术性投资；最

后是长期受益于经济转型的成长类资产。 2012年年末以来，以白酒、电子为代表的成长类资产受自身行业影响，出现了大幅调整，但部分行业的下跌不改变我们对成长类资

产的青睐。 尽管成长类资产相对周期资产来说，其盈利弹性相对较小，但部分成长类资产，仍然具有长期投资机会，我们在战略上仍然维持对这些资产的较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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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东超：成长股投资要“换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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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良

齐东超给记者的印象是思

维活跃， 充满激情。 过去几年

他出色的投资业绩成为投资人

聚焦的焦点，在和他的沟通中，

他对成长股投资的独到见解也

让记者印象深刻。

Wind

数据显示，自

2010

年

成立至今，大盘近乎步步走低，

汇添富民营活力却为投资者获

得了超过

20%

的正收益， 在同

期成立的股基中是当之无愧的

佼佼者。 截至今年

3

月

15

日，添

富民营基金近一年和两年业绩

双双进入所有股票型基金前

十， 分列第六和第二名；

2013

年， 汇添富民营活力基金持续

保持在“上升通道”，截至

3

月

15

日， 在今年以来的股基业绩排

名位列第七。

齐东超偏爱成长股投资，

回顾过去几年的投资， 可以看

到他成功捕获了多只高速成长

股。 齐东超坚信， 大多数行业

和公司的发展都是

S

型的，只有

力争投资在其发展加速期的前

半部分， 才有望获得确定性的

利润。 而在成长股的投资中，

他善于“换位思考”———像上市

公司股东一样去前瞻企业的未

来， 并凭借专业能力做出准确

判断， 这是他的成长股投资最

具竞争力的优势所在。

中国证券报： 你的投资风

格中， 挖掘成长股是最鲜明的

特点。 但对于成长股投资，不

同的基金经理常会给出不同的

理解， 能否向我们描述一下你

的思路？

齐东超：在投资中，我偏爱

成长股投资。 但是我主要关注

那些高速成长股， 并且我所关

注的股票不仅要有较高的增长

速度， 还要能够保持持续的增

长， 只有这样的股票我才会长

期持有。 要找到这样的股票，

就需要通过扎实的研究和反复

的调研。 另外， 在找到这样的

高速成长股之后， 还要敢于提

前布局。 因为我坚信， 大多数

行业和公司的发展都是

S

型的，

我们力争投资在其发展加速期

的前半部分， 这样才有望获得

确定性的利润。

许多大牛股都会呈现一

个从缓慢增长至加速增长，再

至增长放缓而到逐步衰落的

过程，剔除短期的新闻和事件

噪音干扰，其实公司发展的生

命周期决定了它的增速。 因

此， 当一个潜在高成长的公

司， 只被以平庸的价格交易

时， 我们要果断发现其价值；

当过往高成长的公司疲态初

现，但仍然以未来高昂的价格

交易时，我们也要果断地实现

其价值。

在市场波动时， 成长股投

资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层面：

首先是基本面层面， 主要来源

于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和相应

的企业战略。 好的成长股较少

出现突兀性的波动， 波动往往

来自于新的信息变量。 一方

面， 我们需要评价这些变量是

否伤害了商业模式的核心要

素；另一方面，要考察企业的战

略本身是否能够覆盖新的信息

变量。 其次是估值层面， 主要

来源于估值的吸引力。 这一因

素很大程度上受市场情绪左

右，较难把握。

中国证券报： 在成长股投

资中，你最看重的因素有哪些？

齐东超： 优秀的投资一定

是一个整体分析的过程， 是对

企业确定定位、 运用资源和组

织经营、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体

系综合的评价。 概括而言，就

是所谓商业模式的成功。 因

此， 商业模式是成长股投资中

至关重要的因素。

即使对一家企业的商业

模式有了足够的了解，我们还

需要知道，商业模式是一个相

对静态的概念，想要预见性的

投资， 在投资中把握先机，我

们要了解公司需要对待不同

的发展因素进行定位和取舍，

在经营活动中采取有别于竞

争对手同时能够更好地为客

户创造价值的经营方法，以形

成公司的经营战略，这是一个

相对动态的过程。我们应该对

企业战略有自己的判断，并进

而与公司已经制定和执行的

战略进行比对和评判。换句话

说，我们应当“换位思考”，像

公司的股东一样去思考公司

的未来，这样才能够有更为准

确的判断。

除了商业模式外， 公司的

治理结构、 公司管理层的能力

和品格、公司利润的持续增长，

都是成长股投资中需要注重的

因素。 先找到优质公司， 再找

到它们高速增长的阶段， 在合

适的时机买入以及在合适的时

机卖出， 就完成了一次成功的

成长股投资。

中国证券报： 站在当前时

点，你如何判断

A

股后市走向？

齐东超：我们对上半年的

整体判断是相对乐观的，今年

是比较适合股市投资的阶段。

从具体的配置看，我们认为三

大类资产的投资机会要把握：

一是低估值板块的机会。 随着

QFII

和

RQFII

的大量进入，今

年是

A

股的国际化年，低估值、

大市值、流动性好的股票将越

来越得到投资者的青睐；一是

受益于经济复苏的周期性板

块。 我们判断今年的宏观环境

是逐步复苏，一些供给结构相

对较好的周期性板块将获得

盈利改善的机会。 因此，对于

典型周期性板块来说，我们将

寻找其板块内的龙头企业进

行战术性投资；最后是长期受

益于经济转型的成长类资产。

2012

年年末以来， 以白酒、电

子为代表的成长类资产受自

身行业影响， 出现了大幅调

整，但部分行业的下跌不改变

我们对成长类资产的青睐。 尽

管成长类资产相对周期资产

来说， 其盈利弹性相对较小，

但部分成长类资产，仍然具有

长期投资机会，我们在战略上

仍然维持对这些资产的较高

配置。

周睿：医药行业凸显“进攻性”

□

本报记者 李良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

据显示， 今年以来截至

3

月

13

日， 业内首只医药行业基

金———汇添富医药保健基金业

绩持续占据股票基金冠军宝座，

成为当之无愧的业绩领头羊。而

汇添富医药保健基金的长期业

绩同样出色，

Wind

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3

月

13

日， 添富医药基金

近一年和两年业绩分列所有股

票型基金第二和第四名。添富医

药持续亮眼的业绩归功于基金

经理周睿深厚的医药行业背景、

独特的医药投资逻辑以及他身

后强大的投研团队。

在周睿眼里， 医药行业已

非传统的防御性板块， 在经济

转型的背景下其“进攻性”正日

渐凸显， 而医药主题基金业绩

的抢眼表现， 或将在

2013

年持

续延续。周睿指出，在人口老龄

化、 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的

背景下， 今年医药行业将保持

良好的增长， 而且从上市公司

年报和

2013

年一季度预测情况

来看， 医药主流公司整体业绩

或将继续领先各行业；此外，医

药行业政策偏暖， 有望支持医

药板块长期走好。

中国证券报：结合你近期调

研的情况来分析，你如何看待中

国医药上市公司的投资前景？

周睿： 从最近调研的情况

来看， 医药企业开年的势头不

错， 不少企业经营情况超出预

期， 连沉寂已久的部分品牌

OTC

类药品

1

月份销售数据也

同比增长超过

30%

。 当然，导致

1

月份部分企业经营数据超预

期的原因各有不同， 比如春节

因素、 极端天气以及北方大面

积雾霾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在

中央政府日益重视民生的背景

下， 整个医药行业正步入发展

的“快车道”。

根据国家药监局南方医药

经济研究所预测， 中国医药经

济在未来十年依然可保持

20%

左右的增长， 这个增速高出政

府

GDP

增长目标两倍以上。 医

药行业确定性的快速增长充分

说明了现阶段医药板块高溢价

符合逻辑，存在合理性，而且我

相信， 医药板块的估值溢价会

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存在。

值得关注的是， 在调研中

我们发现， 近年来在行业政策

的逐步引导下， 整个医药行业

的优胜劣汰日益明显， 尤其在

药品招标环节， 注重质量成为

趋势，这对大企业是有利的，医

药行业“散、乱、差、小”的产业

特征正在改善。

中国证券报：以往，医药股

通常被认为是“防御性”板块，

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才会被机构

抱团， 但从去年底至今的反弹

行情来看， 在周期股上涨的同

时，医药股表现同样抢眼，这是

否意味着医药股的防御特性发

生了改变？

周睿：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

医药股已经初步显现出 “进攻

性”，不再单纯是“防御性”投资品

种，而“进攻性”的特质将会伴随

着中国经济转型而愈发明显。

医药股的“进攻性”主要体

现在其未来市场需求非常庞

大。 卫生部发布的 《健康中国

2020

战略研究报告》 中明确提

出：未来政府要加大健康投入，

要在

2020

年达到全球平均水

平，卫生费用占

GDP

比重进一

步提升到

6.5%-7%

。 如果按照

未来

GDP

复合增长率为

6%

的

水平简单测算（“十二五”规划

GDP

增速为

7%

），

2020

年人均

GDP

将达到

5.37

万元， 那么到

2020

年人均卫生总费用将达到

3491

元

-3760

元，这相比

2010

年

人均卫生总费用

1491

元的水平

有

2.3-2.5

倍的提升空间。 预计

随着医疗保障水平的不断提

高， 被压抑的居民医疗需求将

得到充分释放。

中国证券报： 根据你的判

断，医药行业发展前景很清晰，

但在具体个股投资上是否也有

清晰的方向和策略？

周睿：医药行业是个性化的

行业， 存在很多细分的子行业，

这导致目前

180

多家医药上市公

司共性并不明显，分化情况较为

严重。而从近年医药股的表现来

看，作为一个板块同涨同跌的时

代已经过去，医药股投资更注重

的是“自下而上”的精选个股。

从行业具体情况分析，近年

来医药行业正发生深刻变

化———脱离低水平、简单重复的

产业特征，产业正在进入一个空

前剧烈的分化、调整、重组的新

时期。 现在，药品批准上市特别

是仿制药被批准上市越来越难，

新版

GMP

标准的实施以及药品

集中招标体系的完善正加速企

业的优胜劣汰，行业壁垒越来越

高，行业资源正在向优势企业集

中。在这个时期，商业模式清晰、

竞争优势明显的医药企业，如果

可以抓住新医改巨大发展机遇

期，扩张营销队伍，完善产品线，

业绩增长有望进入新阶段，这类

医药股就是我们投资的重点。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在挖

掘这类重要战略性投资品种

时，需要有前瞻性的分析，深入

了解这些医药企业所面临的行

业外部环境、内部公司治理、与

医保改革方向的契合度、 差异

化营销能力以及政府事务能力

等，跟踪的时间跨度或许很长，

但能为投资提供更多的确定

性。此外，通过公司内部改革实

现困境反转型的医药企业，也

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

周睿，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5

年证券从业经验。 曾任珠海恒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部门

主管、上海海济医药生物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上海科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通证券

研究所医药行业研究员。

2009

年

9

月加入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

2010

年

9

月

21

日至

2012

年

3

月

1

日任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型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现任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型基金的

基金经理。

齐东超，清华大学工学硕士，

6

年证券从业经验。现任汇添富

成长焦点基金经理，曾任海通证券研究所证券分析师。

2005

年

4

月加入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行业分析师、投资研究总部

研究总监助理、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