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走弱分歧加剧

主流私募坚守优质白马蓝筹

本报记者 王辉

受消息面利空因素冲击，A股市场于 5月初意外遭遇急速下跌，并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投资者对于A股前期已然触及历史大底的牛市预期。 而上周（5月 13日至17日）以来，随着市场情绪的修复，A股在沪综指2850点一线曾体现出一定的韧性，但仍未有效扭转弱势下探格局。

现阶段，股票私募的操作亦出现剧烈分化。 一方面，在5月初的急跌之后，部分私募选择逢高减仓，甚至是坚决离场；另一方面，市场“便宜的诱惑” 依然成为部分私募长线看多A股的关键理由。 整体来看，目前主流私募相对能够达成的共识，在于对部分优质白马蓝筹和高成长主题个股的看好。

A股急跌

部分私募坚决离场

“公司最近的主要操作就是逢高减磅，择机尽快减仓。 ” 上海一家成立逾10年、资产管理规模在20亿元左右的中型股票私募机构投资总监陈伟（化名），上周五收盘后向记者表示。 4月下旬以来，随着A股市场上攻势头的“急刹” ，以及以北上资金为代表的获利筹码抛售压力的增加，沪深两市主要股指纷纷出现深度下挫。 而陈伟所在的这家私募机构 ，在4月下旬市场由强转弱之后，就开始逐步减仓离场。 “回过头来看 ，‘五一’ 长假之前公司虽然对于市场春季攻势终结有一定预期，但整体减仓动作仍然不够坚决” ，陈伟称，“这就造成了 5月第一个交易日（5月6日）市场急跌之后，我们的某些减仓操作显得有些被动。 ” 。

陈伟表示 ，公司近期坚决离场的投资策略 ，主要来自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公司在 2018年A股全年的大跌中，旗下多数股票私募产品的净值均出现25%-35%的大幅亏损，而今年一季度其管理的多数产品 ，凭借对工业大麻、5G、化工、猪肉等热点主题板块的参与，一度实现了超过40%的高收益，并在4月上旬一度将两只产品的净值大幅拉高至 1元面值附近。 以往的惨痛经历，更容易让他在近阶段市场的高位回调中落袋为安 、见好就收。 另一方面，对于 4月下旬以来的市场运行 ，陈伟概括为“个股赚钱效应稀少而亏钱效应却在不断加重” ，从顺势而为的角度，离场观望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记者从私募圈了解到的消息也显示 ，在当前A股市场阶段性由强转弱的背景下，离场观望的操作策略在不少股票私募，尤其是中小型私募机构中，已然“大行其道 ” 。 市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于流动性的担忧，正在成为部分私募看淡A股后市的关键理由。

从更加直观的角度来看 ，从4月中上旬A股市场在3280点一线阶段性触顶以来，相当数量的私募选择逢高离场，原因正是近期股票私募收益率的低迷，以及私募整体投资信心的显著下滑 。

来自私募排排网的“私募市场晴雨表” 数据显示，截至上周五（5月17日）收盘，近一个月国内股票策略、事件驱动、宏观策略 、复合策略 、组合策略等私募五大投资策略的收益率全线飘绿。 其中私募股票策略近一个月大幅亏损6 .58%，在五大策略中亏损幅度最大。 此外，来自格上研究中心的收益率数据也显示 ，4月，私募股票策略也以-0.06%的平均收益率排在私募十大策略的倒数第二位，今年一季度股票策略收益率连续 3个月一马当先的盛况已然宣告终结。

与此同时 ，私募整体投资信心的衰减，也成为了近期部分私募投资行为趋于消极的另一大关键因素。 私募排排网 5月初公布的中国私募基金经理 A股信心指数为116 .12点，相比上个月环比下跌了 7 .95%。 在经过此前连续3个月的上涨之后，该信心指数在年内首次出现下跌。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在经历了一季度A股市场的大幅上涨和4月份的高位震荡后，私募基金经理对于后市开始趋于谨慎 。

牛市预期未散

长期乐观派继续看多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 ，仍有大量长期价值派的私募机构坚定看好A股长期表现，并在近期的实际投资中秉持逢低加仓的操作。

上海汇利资产总经理何震表示，5月第一个交易日 A股市场大跌当日及近几个交易日，汇利资产进行了小幅加仓，加仓标的主要集中于金融 、消费等蓝筹股，目前公司仓位仍然保持在大约八成左右的较高水平。 何震同时表示，尽管近期A股市场在消息面等方面出现了一些超预期的利空 ，但在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改善的背景下，从5月全月和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A股市场再度跌破沪综指2440点的前低将是小概率事件 。 而就短期而言，上证综指大幅跌至 2900点一线之后，已经到达本轮A股涨幅（2440点至 3288点）的“半分位” ，短期进一步向下的空间预计不大。 在此背景下，尽管 5月全月 A股市场在指数上预计还将以探底回调为主，但如果对A股市场的预期全面转向悲观，显然还为时过早。

A股市场曾经的风云人物 、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上周向记者表示，综合资本市场的战略定位 、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监管等改革举措的大力推进，以及推出科创板市场驱动全社会科技创新发展等来看，股票市场先于经济见底的宏观逻辑依然没有改变，对 A股市场的长期运行依然可以保持乐观。 “2800多点的A股市场，仍然很便宜” ，戴志康表示。

深圳上善若水资产董事长侯安扬分析指出，在宏观经济持续好转但A股市场因外部消息面出现风险因素而持续走软的背景下，投资者更应当想到，既然参与市场，“涨也不买，跌也不买，那么应该什么时候买？ ” 侯安扬认为，目前的A股市场，估值便宜才是最核心的因素。 尽管市场进入调整，但后期机会远大于风险。

去年年末刚刚由私转公的朱雀基金上周则表示 ，近期A股市场的急速回落 ，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超预期变化使得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并引发北上资金持续出现外流。 从基本面来看 ，供给侧改革、减税、市场开放等政策正在激发并将在未来持续激发中国经济的活力。 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高速推进，已经为2019年A股市场“熊牛转折 ” 奠定了制度基础 。 外部消息面等因素的扰动，虽然可能使得当前A股进入复杂调整的阶段，但这一过程总体风险可控，更需要投资者具备耐心。

确定性机会集中于个股

当前私募机构操作虽然剧烈分化，但私募业也有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共识点集中在于对部分优质白马蓝筹和高成长主题个股的看好。 主流私募普遍认为，从目前来看 ，A股市场中长期的确定性机会，集中于部分个股的结构性行情。

陈伟表示 ，目前公司旗下产品整体仓位已经调降至两成左右。 从强者恒强和产业政策红利的维度考量，公司重点持仓品种主要集中在中国平安 、招商银行等一些估值依旧较低、股息率相对较高、具备较强防御性的优质金融股，以及芯片、5G等高科技板块的部分行业龙头股。 “如果 6月底之前股指难以重新转强，那么2019年剩下的7个多月时间 ，全市场可能最终只有10%左右的个股能够取得正收益” ，陈伟称。

此外，朱雀基金在资产组合的配置上，将主要关注于驱动全球未来经济社会进步的先进产业，聚焦产业链上的优势中国公司。 现阶段外部环境的冲击虽然可能使得宏观经济企稳的步伐放缓，但并不会逆转中国经济回暖的长期趋势，市场短期调整有助于优质公司构筑中长期底部 。

与此同时 ，记者近期从高毅资产、景林资产等多家百亿级股票私募了解到的情况也显示，目前国内一线大型私募在具体投资策略中，整体依旧保持了对优质金融股和消费股等板块的看好，近期的市场调整并没有改变大多数大型私募对于优质白马蓝筹等长期价值的坚守。

对于近期 A股市场显著转弱背景下私募投资动向的冰火两重天，上海宽桥金融首席投资官唐弢点评称：“上周五收盘时，中证 5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C1906（2019年 6月21日到期交割）深度贴水 2 .38%，这一贴水幅度已经堪比 2015年年中市场异常波动和 2016年年初市场熔断时的贴水水平 。 从股指期货市场的贴水状况和现货指数运行趋势的角度来看 ，A股市场已明显转弱。 ”

另一方面，唐弢也表示，在弱势市道之下，不同的投资者可能需要有不同的应对。 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并不算高，而且自2015年年中以来已经连跌 4年，只要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仍然可以保持比较高的仓位。 而对于趋势投资者来说，目前的仓位水平已经不宜高于50%。 由于目前市场短中期趋势可能已经确定转弱，外部消息面暂时也没有出现缓和迹象 ，在这种背景下，趋势投资者应该采取守势，静观消息面发展，待趋势转好之后，再逐步增加仓位。

对于目前市场相对确定的个股机会，唐弢表示，虽然过往几年优质白马蓝筹一直是市场的宠儿，但是今年多只明星白马股“爆雷” 的案例，也提醒长期价值投资者需要对白马蓝筹股有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随着外部消息面利空影响的延续，未来中国必将在一些自主研发的高科技上有所作为。 “未来5G、芯片 、云计算等这些能冲破国际技术壁垒的行业中，应当会有优秀的 A股上市公司，出现长期高成长的投资机会” ，唐弢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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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急跌

部分私募坚决离场

“公司最近的主要操作就是逢高减磅，择机

尽快减仓。 ” 上海一家成立逾10年、资产管理规

模在20亿元左右的中型股票私募机构投资总监

陈伟（化名），上周五收盘后向记者表示。4月下

旬以来，随着A股市场上攻势头的“急刹” ，以

及以北上资金为代表的获利筹码抛售压力的增

加，沪深两市主要股指纷纷出现深度下挫。而陈

伟所在的这家私募机构，在4月下旬市场由强转

弱之后，就开始逐步减仓离场。 “回过头来看，

‘五一’ 长假之前公司虽然对于市场春季攻势

终结有一定预期， 但整体减仓动作仍然不够坚

决” ， 陈伟称，“这就造成了5月第一个交易日

（5月6日）市场急跌之后，我们的某些减仓操作

显得有些被动。 ” 。

陈伟表示，公司近期坚决离场的投资策略，

主要来自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公司在2018年

A股全年的大跌中， 旗下多数股票私募产品的

净值均出现25%-35%的大幅亏损，而今年一季

度其管理的多数产品，凭借对工业大麻、5G、化

工、猪肉等热点主题板块的参与，一度实现了超

过40%的高收益，并在4月上旬一度将两只产品

的净值大幅拉高至1元面值附近。以往的惨痛经

历， 更容易让他在近阶段市场的高位回调中落

袋为安、见好就收。另一方面，对于4月下旬以来

的市场运行，陈伟概括为“个股赚钱效应稀少

而亏钱效应却在不断加重” ， 从顺势而为的角

度，离场观望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记者从私募圈了解到

的消息也显示， 在当前A股市场阶段性由强转

弱的背景下， 离场观望的操作策略在不少股票

私募，尤其是中小型私募机构中，已然“大行其

道” 。 市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于流动

性的担忧， 正在成为部分私募看淡A股后市的

关键理由。

从更加直观的角度来看，从4月中上旬A股

市场在3280点一线阶段性触顶以来， 相当数量

的私募选择逢高离场， 原因正是近期股票私募

收益率的低迷， 以及私募整体投资信心的显著

下滑。

来自私募排排网的 “私募市场晴雨表” 数

据显示，截至上周五（5月17日）收盘，近一个月

国内股票策略、事件驱动、宏观策略、复合策略、

组合策略等私募五大投资策略的收益率全线飘

绿。 其中私募股票策略近一个月大幅亏损

6.58%，在五大策略中亏损幅度最大。 此外，来自

格上研究中心的收益率数据也显示，4月， 私募

股票策略也以-0.06%的平均收益率排在私募十

大策略的倒数第二位， 今年一季度股票策略收

益率连续3个月一马当先的盛况已然宣告终结。

与此同时，私募整体投资信心的衰减，也成

为了近期部分私募投资行为趋于消极的另一大

关键因素。私募排排网5月初公布的中国私募基

金经理A股信心指数为116.12点，相比上个月环

比下跌了7.95%。 在经过此前连续3个月的上涨

之后，该信心指数在年内首次出现下跌。这也在

很大程度上显示， 在经历了一季度A股市场的

大幅上涨和4月份的高位震荡后，私募基金经理

对于后市开始趋于谨慎。

牛市预期未散

长期乐观派继续看多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仍有大量长期价

值派的私募机构坚定看好A股长期表现， 并在

近期的实际投资中秉持逢低加仓的操作。

上海汇利资产总经理何震表示，5月第一个

交易日A股市场大跌当日及近几个交易日，汇

利资产进行了小幅加仓， 加仓标的主要集中于

金融、消费等蓝筹股，目前公司仓位仍然保持在

大约八成左右的较高水平。 何震同时表示，尽管

近期A股市场在消息面等方面出现了一些超预

期的利空， 但在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改善的背

景下，从5月全月和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A股市

场再度跌破沪综指2440点的前低将是小概率事

件。 而就短期而言，上证综指大幅跌至2900点一

线之后，已经到达本轮A股涨幅（2440点至3288

点）的“半分位” ，短期进一步向下的空间预计

不大。在此背景下，尽管5月全月A股市场在指数

上预计还将以探底回调为主，但如果对A股市场

的预期全面转向悲观，显然还为时过早。

A股市场曾经的风云人物、 上海证大集团

董事长戴志康上周向记者表示， 综合资本市场

的战略定位、 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监管等改革举

措的大力推进， 以及推出科创板市场驱动全社

会科技创新发展等来看， 股票市场先于经济见

底的宏观逻辑依然没有改变， 对A股市场的长

期运行依然可以保持乐观。 “2800多点的A股

市场，仍然很便宜” ，戴志康表示。

深圳上善若水资产董事长侯安扬分析指

出， 在宏观经济持续好转但A股市场因外部消

息面出现风险因素而持续走软的背景下， 投资

者更应当想到， 既然参与市场，“涨也不买，跌

也不买，那么应该什么时候买？ ” 侯安扬认为，

目前的A股市场，估值便宜才是最核心的因素。

尽管市场进入调整，但后期机会远大于风险。

去年年末刚刚由私转公的朱雀基金上周则

表示，近期A股市场的急速回落，主要源于外部

环境的超预期变化使得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并

引发北上资金持续出现外流。从基本面来看，供

给侧改革、减税、市场开放等政策正在激发并将

在未来持续激发中国经济的活力。 资本市场制

度改革的高速推进，已经为2019年A股市场“熊

牛转折” 奠定了制度基础。 外部消息面等因素

的扰动， 虽然可能使得当前A股进入复杂调整

的阶段，但这一过程总体风险可控，更需要投资

者具备耐心。

确定性机会集中于个股

当前私募机构操作虽然剧烈分化， 但私募

业也有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 共识点集中在于

对部分优质白马蓝筹和高成长主题个股的看

好。 主流私募普遍认为，从目前来看，A股市场

中长期的确定性机会， 集中于部分个股的结构

性行情。

陈伟表示， 目前公司旗下产品整体仓位已

经调降至两成左右。 从强者恒强和产业政策红

利的维度考量， 公司重点持仓品种主要集中在

中国平安、招商银行等一些估值依旧较低、股息

率相对较高、具备较强防御性的优质金融股，以

及芯片、5G等高科技板块的部分行业龙头股。

“如果6月底之前股指难以重新转强，那么2019

年剩下的7个多月时间， 全市场可能最终只有

10%左右的个股能够取得正收益” ，陈伟称。

此外， 朱雀基金在资产组合的配置上，将

主要关注于驱动全球未来经济社会进步的先

进产业，聚焦产业链上的优势中国公司。 现阶

段外部环境的冲击虽然可能使得宏观经济企

稳的步伐放缓，但并不会逆转中国经济回暖的

长期趋势，市场短期调整有助于优质公司构筑

中长期底部。

与此同时，记者近期从高毅资产、景林资产

等多家百亿级股票私募了解到的情况也显示，

目前国内一线大型私募在具体投资策略中，整

体依旧保持了对优质金融股和消费股等板块的

看好， 近期的市场调整并没有改变大多数大型

私募对于优质白马蓝筹等长期价值的坚守。

对于近期A股市场显著转弱背景下私募投

资动向的冰火两重天， 上海宽桥金融首席投资

官唐弢点评称：“上周五收盘时， 中证500股指

期货主力合约IC1906 （2019年6月21日到期交

割） 深度贴水2.38%， 这一贴水幅度已经堪比

2015年年中市场异常波动和2016年年初市场

熔断时的贴水水平。 从股指期货市场的贴水状

况和现货指数运行趋势的角度来看，A股市场

已明显转弱。 ”

另一方面，唐弢也表示，在弱势市道之下，

不同的投资者可能需要有不同的应对。 对于价

值投资者来说，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并不算高，

而且自2015年年中以来已经连跌4年，只要投资

者持有的股票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那

么仍然可以保持比较高的仓位。 而对于趋势投

资者来说，目前的仓位水平已经不宜高于50%。

由于目前市场短中期趋势可能已经确定转弱，

外部消息面暂时也没有出现缓和迹象， 在这种

背景下，趋势投资者应该采取守势，静观消息面

发展，待趋势转好之后，再逐步增加仓位。

对于目前市场相对确定的个股机会， 唐弢

表示， 虽然过往几年优质白马蓝筹一直是市场

的宠儿，但是今年多只明星白马股“爆雷” 的案

例， 也提醒长期价值投资者需要对白马蓝筹股

有进一步的研究。另外，随着外部消息面利空影

响的延续， 未来中国必将在一些自主研发的高

科技上有所作为。 “未来5G、芯片、云计算等这

些能冲破国际技术壁垒的行业中， 应当会有优

秀的A股上市公司， 出现长期高成长的投资机

会” ，唐弢称。

市场走弱 分歧加剧

主流私募坚守优质白马蓝筹

□本报记者 王辉

受消息面利空因素冲击，A

股市场于5月初意外遭遇急速下

跌， 并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投资

者对于A股前期已然触及历史大

底的牛市预期。而上周（5月13日

至17日）以来，随着市场情绪的

修复，A股在沪综指2850点一线

曾体现出一定的韧性， 但仍未有

效扭转弱势下探格局。

现阶段， 股票私募的操作亦

出现剧烈分化。 一方面，在5月初

的急跌之后， 部分私募选择逢高

减仓， 甚至是坚决离场； 另一方

面，市场“便宜的诱惑” 依然成为

部分私募长线看多A股的关键理

由。整体来看，目前主流私募相对

能够达成的共识， 在于对部分优

质白马蓝筹和高成长主题个股的

看好。

IC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