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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私募密集调研成长股

□好买研究中心 曾令华

2019年前3个月， 沪深300

涨幅超30%，创业板、中小板指

涨幅超40%。 从申万1级行业来

看，计算机、农林牧渔、非银金

融上涨超过50%。 最新私募调

研数据显示，目前计算机、电子

行业是私募关注焦点， 部分创

业板、 中小板公司则频现知名

私募身影。

从上市公司公布的调研信

息可以看到，今年1季度，私募

基金公司共进行了2264次调

研， 上市公司调研前五大行业

分别是计算机、 电子、 医药生

物、化工、机械设备等。 这些行

业相关公司被调研的次数是

393次、268次、263次、210次和

193次。从所调研的行业涨幅与

调研次数的相关性来看， 两者

相关系数是0.48， 意味着调研

的行业和涨幅较好的行业之间

有一定的相关性。

一季度， 私募调研涉及的

个股达到378只，其中不乏今年

涨幅较大的个股，如劲嘉股份、

中科创达等个股。 但值得注意

的是，整体看来，私募调研的次

数和个股之间的涨幅上， 并没

有很强的相关性。

一季度知名私募加强了中

小板、创业板个股的调研，如星

石投资调研的创业板与中小板

个股数占了其调研的个股总数

的三分之二， 上海景林调研中

小板个股数也占公司调研个股

总数的三分之二。 重阳投资、观

富资产等调研的个股市值分布

则比较均衡。

星石投资在3月底的一次

会议上公开表示， 未来的核心

驱动力一定是业绩， 估值修复

已经接近尾声， 其认为未来五

年，科技行业将迎来增长期。

在最近一期 “重阳问答”

里，重阳投资在解答3月美联储

会议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潜在影

响时提到，对于中国而言，在基

建托住经济下限的情况下，外

需的回升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复

苏的动力，增加A股市场从流动

性驱动的“分母行情” 向企业

盈利驱动的‘分子行情’ 切换

的概率。 其看好真正具备科技

实力的公司； 在实际应用层面

具有“大国重器” 特征的高端

制造公司；面向广大内需、具备

突出品牌力的消费品公司；弱

周期行业里具有较明显债性特

征的优质公司。

深圳望正资产认为在没有

大型外部冲击的情况下， 市场

已经探明一个较长周期的底

部。 投资者信心也在逐渐恢复，

市场活跃度逐渐回升。 其选择

科技产业作为重要的配置方

向。 2019年，科技产业有两件大

事， 一个是5G牌照发放日益临

近， 运营商大规模建设即将铺

开。 从设备到应用，相关产业在

未来将会快速发展。 二是科创

板设立会激发大众创业、 万众

创新的热情， 优秀科技企业在

国内上市将会为A股提供优质

标的。 这两件事情都将促进科

技产业的发展， 望正资产将从

中挖掘投资机会。

外部环境持续向好

私募看好绩优白马

□本报记者 李惠敏

目前A股所处总体外部环境

依旧偏暖， 市场做多人气仍未消

散。 多位私募人士表示，对A股后

市持乐观态度，看好大金融、权重

蓝筹、绩优白马等板块。

四月首周A股全面开花

上周A股市场受减税降费政

策落地等利好因素影响站上3200

点。各大指数周涨幅均超4.5%。从

市场成交量角度来看， 上周全市

场量能一改自3月4日至3月8日以

来连续三周的萎缩态势。 上周尽

管只有4个交易日，但沪市成交金

额为 18606亿元 ， 较前一周的

16882亿元上升约一成；同期深市

共成交21603亿元，较前一周也有

1000亿元的小幅上升。

从市场估值角度来看， 市场

主要股指的整体估值水平多数

仍处于历史相对低位 。 来自

Wind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上周四收盘时， 上证综指、深

证成指、中小板指、创业板指、上

证50、中证100、沪深300等七大

指数的最新市盈率 （整体法），

分别为14.36倍 、26.05倍 、27.75

倍、56.33倍、10.47倍、12.17倍、

13.31倍。 从历史纵向对比来看，

除创业板指外，其余六大指数的

估值水平，均继续运行在历史低

位区域。

私募看好绩优白马

私募机构对于A股市场后市

呈乐观态度，大金融、权重蓝筹、

绩优白马成为私募机构集中看好

的板块。

深圳展博投资合伙人朱明表

示，从全球宏观环境、国内经济基

本面和流动性状况三方面判断，

牛市已确定。 回头来看，2018年

10月形成政策底，12月形成市场

底，2018年的2441点已经成为与

2005年998点 ，2008年1665点 ，

2013年1850点类似的铁底。 铁底

之间的时间平均每4年一次，且底

部逐步抬高， 符合我国经济存在

3.5年-4年小周期的特征和GDP

逐年增长态势。 从历史经验来看，

每次铁底之后市场均会修复性大

幅反弹。 市场并不会在估值中枢

暂停。 随着反弹持续，赚钱效应增

加，场外资金跟风而至，使得每次

铁底之后都会逐渐形成泡沫化的

快牛。 随着市场的逐渐发展，快牛

变慢牛的条件也逐渐成熟， 但市

场真正成为慢牛仍需较长期过

程。 仍然需要做好这次牛市速度

快于预期的准备。

上海石锋资产表示， 二季度

市场依旧会震荡上行。 伴随一季

报密集披露期来临， 市场风格或

将切换到有业绩支撑的行业和个

股上。 该私募机构将坚持成长价

值投资理念， 继续看好白马及业

绩爆发的底部绩优股。

上海世诚投资总经理陈家琳

表示，A股三月强势走势超出月

初偏谨慎判断。 不过，市场上涨的

主要驱动因素仍是投资者情绪的

进一步改善，风险偏好的提升，并

非基本面的实质改善。 未来2019

年重点关注创业板开板和外资持

续流入这两条主线。 具体配置上，

偏爱金融、泛消费、医疗服务、周

期等板块中活跃度和流动性较好

的个股。

结构性机会可期 私募加仓意愿强烈

□本报记者 叶斯琦

近期，A股市场延续上涨态势。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发现， 当前私

募加仓意愿强烈， 部分私募已将仓

位提至高位， 不过总体来看私募机

构依然有加仓空间。 展望后市，部分

私募认为市场之后或进入牛市的爆

发阶段，看好结构性机会。

加仓意愿强烈

摩根资产管理日前发布的一份

针对国内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调查

显示， 即使投资者已为未来几年全

球经济放缓做好准备， 但他们在短

期内仍对股票投资持乐观态度。 该

调查显示， 当被问及下一次全球经

济衰退可能在何时开始出现时，绝

大多数（86.2%）受访者预计衰退在

未来1至3年内出现。 尽管如此，超过

一半（50.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

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仍最有可能增

加股票类投资。

“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后市的，现

在仓位到9成了。 ” 北京一家私募基

金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月

底其仓位已经提至7、8成，之后又继

续加仓直至仓位达到9成。

另一家大型私募机构表示，现

在仓位总体到了9成，部分产品已经

满仓。 他表示，他们很早就把仓位提

高了，因为这波行情很快，如果是被

动加仓会很难受。“对于临时加仓的

私募，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筛选好

的股票并不容易。 ”

南方一家私募机构则表示，由

于年初没有加仓， 虽然后面把仓位

提高，但现在压力还是非常大。

私募排排网日前发布的4月月

度报告显示， 目前股票策略型私募

基金的平均仓位为74.87%， 环比升

近3个百分点，创近一年新高。 春节

后私募基金一直处于加仓状态，但

相比于牛市期间80%以上的平均仓

位而言仍有一定距离， 这意味着私

募机构仍有一定加仓空间。

结构性机会可期

展望后市， 不少私募持偏乐观

的态度。 致顺投资表示，经历了连续

两个月的大涨， 市场似乎已经走到

需要选择下一步发展方向的关键路

口，投资者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凸显。

站在目前的时点，致顺投资表示，依

然坚持紧密把握宏观政策这条主线

不放松。 尽管新年以来股市表现抢

眼，但是从数据上看，股票资产相对

其他资产类别， 其风险收益比依然

具有吸引力。 因此致顺投资认为，目

前仍是显著增加股票类资产配置的

上佳时机。 在接下来的组合操作中，

将专注于寻找估值弹性带来的结构

性投资机会。

星石投资表示，一季度A股处在

牛市的前期酝酿阶段， 市场大涨是

分母端流动性和风险偏好主导的估

值修复， 使得市场迎来一波修复性

的普涨行情，价值股、成长股甚至垃

圾股和概念股均有较好表现。 目前，

估值修复已经接近尾声， 市场积累

了不错的涨幅，可能会短期休整，之

后将可能进入牛市的爆发阶段，而

这一阶段需要基本面的配合。 在基

本面逐步见底的情况下， 业绩驱动

将是未来行情的上涨动力。 展望二

季度， 其更关心的是哪些行业能够

持续贡献业绩。

星石投资还认为， 经济从高速

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长期的

方向，目前金融周期到达一个相对

较高的位置，即全社会杠杆率水平

偏高、信贷扩张空间受限。 受此金

融周期影响，较大的周期板块未来

5-10年大概率没有系统性机会；从

消费来看，根据测算未来10年集中

消费人口（30-40岁）数量将不断

下滑，挑选市占率提升速度高于人

口下滑速度公司的难度加大。 而科

技不依赖于人口，是供给创造需求

的，因此长期看好科技相关领域投

资机会。

也有机构仍相对谨慎。 例如，富

善投资认为， 行情会在某个时点透

支宏观数据波动的利好。 4月操作

上，将更加灵活地控制仓位，同时谨

防市场回调， 在量化风格上将维持

价值与成长的均衡配置， 而在事件

驱动策略上将重点关注5G终端、光

伏、 农业以及部分低估值消费品的

投资机会。

机构名称 调研次数 关注度No.1 关注度No.2 关注度No.3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 国检集团 维信诺 先导智能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 珀莱雅 广联达 中航电测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 徐工机械 凯撒文化 华帝股份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 迈瑞医疗 晶盛机电 亚玛顿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 珀莱雅 广联达 中泰化学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 珀莱雅 崇达技术 科华生物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 千禾味业 石基信息 珀莱雅

观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 利亚德 先导智能 珀莱雅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6 珠江啤酒 欧普照明 佩蒂股份

上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 珀莱雅 牧原股份 智光电气

知名私募密集调研的部分公司

证券代码 股票名称 私募调研次数 所属申万一级行业 今年以来涨幅%

002410.SZ 广联达 74 计算机 41.18

603605.SH 珀莱雅 65 化工 57.50

002191.SZ 劲嘉股份 51 轻工制造 110.50

300760.SZ 迈瑞医疗 42 医药生物 20.58

002474.SZ 榕基软件 35 计算机 74.19

002262.SZ 恩华药业 35 医药生物 45.68

000100.SZ TCL集团 31 家用电器 66.53

002461.SZ 珠江啤酒 31 食品饮料 80.91

002019.SZ 亿帆医药 30 医药生物 41.87

002747.SZ 埃斯顿 30 机械设备 33.84

300271.SZ 华宇软件 29 计算机 51.23

002727.SZ 一心堂 29 医药生物 43.66

300134.SZ 大富科技 28 通信 70.11

300450.SZ 先导智能 26 机械设备 26.74

300496.SZ 中科创达 26 计算机 71.99

603027.SH 千禾味业 24 食品饮料 54.23

002563.SZ 森马服饰 24 纺织服装 36.66

002648.SZ 卫星石化 23 化工 85.42

300248.SZ 新开普 23 计算机 48.90

600167.SH 联美控股 21 公用事业 54.87

私募调研次数最多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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