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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改革是主旋律 消费股可长留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8

月

17

日， 在建设银行、中

证报联合主办， 华商基金承办

的“建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

金牛会（沈阳站）”活动中，来自

华商基金的基金经理和向沈阳

的投资者讲解了当下的经济形

势， 来自天相投顾有限公司的

基金研究专家则讲解了投基策

略，赢得了投资者阵阵掌声。

华商基金经理刘宏认为，

他认为目前的“稳增长”定调只

是为了托底经济，未来调结构、

促改革将是各个领域的主旋

律， 符合转型方向的个股机会

仍然很大。 以信息消费为例，他

认为，该领域没有估价天花板，

并且具有逆周期特征； 虽然目

前涨幅很高， 但仍可能获取更

高收益。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证

券研究二部经理张春雷认为，

下半年市场仍然把结构性表

现机会留给了以成长风格为

主的偏股基金，但鉴于经济增

速放缓、流动性中性偏紧等因

素，投资者应当适度控制持有

偏股基金的整体仓位水平，对

于债券基金主要投资“两端”。

另外，可通过投资货币基金保

证流动性。

刘宏：信息消费牛股应长期持有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8

月

17

日，在建设银行、中证报联

合主办，华商基金承办的“建行基金服

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沈阳站）”活动

中，华商基金基金经理刘宏认为，目前

“稳增长” 的定调只是为了托底经济，

防止经济不会下滑得过于厉害， 未来

“调结构、促改革”将是各个领域的主

旋律， 符合转型方向的个股机会仍然

很大。他认为，信息消费领域没有估值

天花板，并且具有逆周期的特征，虽然

目前涨幅很高， 但是仍然可能获取更

高收益， 建议投资者不要因为目前估

值的高低来判断其价值， 长期持有的

策略要好过波段操作。

财税改革有利经济发展

2013

年

7

月底，中央提出“稳中求

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 部分舆论认为投资再次

成为经济增速放缓的“解药”。对此，刘

宏在本次活动中表示， 宏观经济的增

速继续下台阶， 这个局面不仅在今年

下半年，甚至未来一两年都不会改变，

稳增长只起到短暂托底的作用。

他认为，稳增长并不是本届政府

的目标，真正的目标仍然在于调结构

和促改革，稳增长的目的是防止经济

增速下台阶的速度太快，建议投资者

坚持把促改革作为关注方向。

刘宏认为，促改革的过程中，许多

措施将齐头并进，例如财税体制改革、

要素价格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和行政

体制改革等，都有实施的必要性。以财

税制度改革为例，如果能够实行，将进

一步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结

束目前地方政府的 “

GDP

锦标赛”，加

快房产税的落实， 加强地方政府征收

消费税的动力，从而促进产业升级。

首先， 增值税改革的继续推进，

将继续减少地方政府的收入。 刘宏解

释说，增值税的设置收归中央，虽然

营改增试点地区采取了全部返还地

方的举措， 但是这个状态不可能持

续， 将来返还给地方的钱会越来越

少。 其次，中央相应地上收事权，很多

地方性的财政支出将被收归中央。

刘宏认为， 与生产直接挂钩的增

值税收入减少， 迫使地方政府未来主

要税收来源方向转向消费税和财产

税。以财产税为例，其中比较重要的税

种———房产税将会较快落实。 对于房

产税的征收，目前虽首先从增量入手，

将来总有一天征到存量上， 因为增量

是有限的，而存量能够贡献更多税收。

刘宏认为， 对于消费税的推动，

将极大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因为消

费税收入归于地方，意味着地方政府

为了扩大收益来源，将着力推动地方

消费，而非一味追求

GDP

，这将是中

国未来希望所在。

消费股应长期持有

在上述分析下，刘宏认为，消费

类个股将呈现持续性的投资机会。 例

如文化传媒、旅游、互联网、智能终

端、中药、日化、调味品、家电汽车，这

些领域中仍然能够筛选出牛股。

近期，国务院出台措施，提出促

进“信息消费”。 刘宏指出，信息消费

一词属于新瓶装旧酒，此前属于信息

设备和信息服务， 今年一二季度，这

一板块创造出辉煌业绩，大量创业板

和中小板的相关个股合力走出“成长

股行情”， 也带来了目前对成长股高

估值的担忧。 他认为，信息消费的特

点是没有估值天花板，也不像其它很

多可选消费那样可有可无，现在信息

消费的连续性越来越强，并且有“逆

周期”特征，即在重大事情发生时，或

者经济不景气时，人们对信息消费的

需求往往比平时更多，因此，对信息

消费领域非常看好。

刘宏认为，虽然目前信息消费领域

的涨幅已经很高， 但如果止步于此，可

能会错过后面更大的收益。对于这些股

票，估值的高低不能成为卖出股票的理

由，最主要的卖出理由是公司基本面发

生了重大变化。他建议投资者对这一类

股票采取长期持有的策略。

张春雷：看好成长风格偏股基金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8

月

17

日，在建设银行、中证报联合

主办，华商基金承办的“建行基金服务

万里行·中证金牛会（沈阳站）”活动中，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证券研究二部

经理张春雷认为， 下半年市场仍然把

结构性表现机会留给了以成长风格为

主的偏股基金，但鉴于经济增速放缓、

流动性中性偏紧等因素， 投资者应当

适度控制持有偏股基金的整体仓位水

平，对于债券基金主要投资“两端”。 另

外，可通过投资货币基金保证流动性。

先破后立稳健布局

张春雷表示，当前正处在一个新

的重要变革年代， 对基金业来说，一

是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新

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的实施，变革往

往与破旧立新并存，因此整体思路是

先破后立，稳健布局。

2013

年下半年

趋势性机会不明显，重点把握结构性

机会，政策因素将是重要外生变量。

对于下半年在偏股型基金上的投

资，张春雷表示，一是应适度控制偏股

型基金的整体仓位水平、 保持流动性，

在三季度逐步建仓；二是选取管理人实

力雄厚、中长期业绩稳健、择时选股能

力突出、风险调整后收益出色的基金。

他相对看好以成长风格为主的基

金， 即在行业配置偏好上受益于政策

扶持及产业结构升级的消费服务及新

兴产业（如食品饮料、医药、家电、旅

游、环保等）的成长风格基金，作为主

要配置对象，而以持有估值优势突出、

业绩增长相对稳健的大盘蓝筹股 （如

房地产、金融、机械设备等）的基金，作

为辅助配置对象。 同时提醒投资者注

意的是，随着

8

月份上市公司中报的陆

续披露，部分前期涨幅较高的、业绩不

达预期的行业或个股， 或面临阶段性

调整， 这可能对部分成长风格基金造

成阶段净值调整压力。

在结构性机会下，指数型基金今

年没有大的机会， 但是由于当前

A

股

整体估值较低， 建议可以定投的方

式，做中长线投资布局。

对于债券基金，张春雷表示倾向

于选择“两端”基金，一端是配置利

率债和中高等级信用债的基金，由

于在目前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流动

性中性偏紧、 通胀回升但压力不大

等因素的影响下，

2013

年下半年债

券系统性交易机会不明显， 应当坚

持“票息为王”策略。 综合来看，中高

等级信用债既有较高的票息收益，

又具较高的安全性， 是性价比较高

的券种； 同时利率债的配置作用远

大于交易作用，可予以重点关注。 另

一端则是在市场结构性机会突出的

情况下， 选择股票能力较强的二级

债基也可予以适当关注。

他建议投资者可通过购买货币

基金来保持流动性，并获取相对可观

的收益。 根据天相统计，

2011

年以来，

货币基金收益率， 相比于

7

天通知存

款、活期存款和一年期定存，均优势

明显，且流动性较好，部分货基已实

现“

T+0

”。

看好公募基金业发展

张春雷表示，看好公募基金业的

发展，投资者在这其中将享受到更好

的服务。 首先，基金业参与主体在增

加，竞争将更为激烈。 根据

2013

年

6

月

1

日颁布实施的修订后的基金法，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私募基金都可以

直接申请开展公募基金业务，甚至不

用设立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公募牌照

的稀缺性大幅降低，随着参与主体的

增加，投资者有望享受到更优质的服

务，以及更多的费率优惠等。

其次，基金公司业务范围也在拓

宽，最突出的方面是基金公司的子公

司，业务范围已很广，根据基金业协

会公布的数据，非公募基金业务当前

已接近

1

万亿元。 张春雷认为，虽然现

在各家基金公司子公司的业务规模

增加很快，但多数是通道业务，利润

率并不高。 不过接下来随着优胜劣

汰， 基金公司的特点会更加凸显，也

能找到各自的盈利点。

最后， 基金产品数量快速增加，

将呈现更多创新。 张春雷表示，基金

产品的发行已由审批制转向注册制，

其直接影响就是产品发行数量快速

增加。 基金公司只有提供更好的投资

业绩、更多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例

如目前增多的追求绝对收益的基金、

ETF

创新等），基金公司才能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