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募：布局科技成长+低估值蓝筹

本报记者 余世鹏

A股再次上演3000点争夺战。 多

家公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市场

接下来会在3000点展开多空交战。 但

基于外部环境缓和与国内经济发展韧

性等积极因素考虑，A股估值中枢有望

继续上行。 公募投研人士指出，乐观态

势下投资策略可以更加积极。 科技成

长股与低估值蓝筹将是接下来投资布

局的重点所在。

估值有望继续上行

截至9月16日收盘，进入9月以来，

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累计涨

幅均超过5%， 分别为5.01%、5.9%、

6.42%。资金方面，做多势头更为明显。

数据显示，9月16日市场情绪有所平

缓， 但两市合计成交5813.24亿元，较

上一交易日的5373.33亿元有所放量。

而包括9月16日净流入9.1亿元在内，北

向资金已连续12日净流入。 其中，在9

月至今10个交易日中， 北向资金净流

入已接近400亿元。

“A股上周大涨站上3000点，整体

依然以震荡格局为主。 但是，降息预期

以及外部经济影响因素的边际缓和，

对国内市场形成有利支撑。”招商基金

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姚爽对记者表

示，短期来看，宽松政策加码将会继续

催化市场风险偏好上行，A股的主导因

素正在回归基本面。 因此，市场短期的

反弹高度， 将取决于刺激政策能否进

一步兑现以及改革举措能否加快落

地；中期来看，姚爽则认为，在全球比

差模式下， 国内资产价格的性价比将

更为凸显。 在全球债券收益率走低和

人民币汇率趋稳背景下， 权益市场对

长线资金的配置性价比正在逐渐显

现。 而随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趋于完

善，A股市场的估值中枢有望继续缓慢

上行。

“短期市场仍将延续区间震荡格

局，但震荡中枢会有所上移，一些因素

正在发生积极改变。”前海开源基金基

金经理、 投资部副总监肖立强对记者

表示，近期内外经济环境趋于缓和，且

国内政策不断释放积极信号， 包括此

前降准等举措都会提振股票市场做多

情绪， 结构性做多机会接下来会层出

不穷。

经济有韧性提升吸引力

上述乐观预判的背后， 是公募对

中国经济韧性与权益资产吸引力的坚

定信心。

前海联合基金王静对记者指出，

近期公布的8月经济数据表明经济仍

存压力，但随着降准等政策的落地，我

国经济依然具备较强韧性。 同时，近期

外部环境影响因素有所改善， 加上国

内资本市场持续对外开放 （如取消

QFII和RQFII额度限制），海外投资者

对A股的配置比例将会持续提升。

“基于内外流动性全面宽裕与政

策不断催化的考虑， 继续看好9月A股

市场行情，市场反弹或继续。 ” 平安基

金对记者表示， 一方面， 随着QFII和

RQFII投资限制的取消以及RQFII试

点国家和地区限制的取消， 我国金融

市场开放进一步深化， 未来外资将持

续流入A股市场，这将成为A股重要的

增量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央行的降准

措施于本周一生效， 释放约8000亿元

资金将给市场带来更多的 “源头活

水” 。

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基金经理王石

千对记者表示，在利率水平大幅下行、

企业实行减税降费措施、 政策逆周期

调节力度加大等因素作用下， 企业盈

利预期将逐步触底企稳； 短期来看，A

股上市公司四季度业绩将受益于低基

数明显反弹。 “对比股票和债券性价

比， 当前权益市场的估值仍处历史低

位，股票性价比好于债券，可重点配置

具备核心竞争优势、 业务周期性偏弱

的蓝筹股。 ”

关注科技成长与低估值蓝筹

记者获悉， 在指数围绕3000点震

荡之际， 科技成长股与低估值蓝筹成

公募布局重点。

Wind数据显示，9月以来（截至9

月16日），共有226家上市公司接受机

构调研，其中约有80家是科技类公司，

包括21家电子设备公司，17家电子元

件公司，12家半导体公司，7家通讯设

备公司。 其中，包括领益智造等科技公

司在内，调研名单中均出现博时基金、

南方基金、华夏基金等公募身影。

“投资策略上可以更加积极。中国

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

型， 长期来看，A股投资已具备较强吸

引力，建议重点关注医药、消费、科技

创新以及券商等板块的潜在投资机

会。 ”肖立强说。

平安基金指出， 基于内外流动性

向好与政策支撑预期，TMT、券商等行

业行情有望持续，而估值较低的银行、

房地产、基建等板块也有望提振。

王静指出，截至目前，沪深两市的

动态PE估值在16.5倍左右， 与历史的

底部区域12-15倍接近。“不论是横向

历史比较，还是纵向的大类资产分析，

权益资产的估值都具有较高吸引力。

在全球流动性宽松的大背景下， 核心

产业的优质资产在中长期内具有广阔

的市值空间，周期龙头、消费服务和科

技创新领域都有大量的投资机会。 ”

王静认为， 投资者可着重关注以

下三大方向：其一，科技创新周期带来

的优质龙头公司估值提升，如5G、半导

体、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硬件创新等；

其二， 受益经济预期好转的金融龙头

和基建加码的周期产业龙头；其三，中

报超预期且下半年业绩趋势仍向好的

细分行业龙头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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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辉

经过中秋节前一周的偏强震荡后，

周一（9月16日），沪指在3000点上方依然延

续近几个交易日的高位盘整格局。 而在此背

景下，目前多数一线私募机构对于市场的研

判，依旧趋于积极。 多家私募机构表示，市场

逐步触顶的可能性仍然有限，个股结构性机

会可期。

A股市场高位休整

A股市场最新交易市况显示， 在中秋长

假期间外围市场波动有限的情况下， 周一A

股市场整体窄幅震荡，权重股板块的整体普

遍回落，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市场的小幅回

调。 而另一方面，节前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市

场风格若隐若现的切换， 也维持了两市个

股、尤其是部分成长风格个股和科技股的活

跃。

9月16日，两市领涨的行业主题板块，除

了受益于国际油价大涨的石油石化板块之

外，则主要集中在IT设备、元器件、互联网、

半导体、电器仪表等科技行业方面。 而两市

领跌的行业，主要为保险、证券、房地产、建

筑等权重股板块。

进一步从市场量能方面来看，周一沪深

两市成交量能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其中，沪

市、 深市成交金额分别为2374亿元和3439

亿元， 较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均有小幅放

量。 此外，在两市主要股指高位休整的背景

下，个股涨跌表现则出现一定分化。 沪市、深

市个股的涨跌比， 分别为755:710和1127:

947。

私募策略仍偏积极

上海世诚投资总经理陈家琳表示，前期

A股市场自低位持续回升，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归结为基于政策驱动、投资者情绪改善而

出现的一轮上涨，目前这段市场行情大致进

入下半场阶段。 在此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

A股市场的投资线索预计将逐步向上市公司

业绩、实体经济表现等方面靠拢。 整体而言，

沪指3000点一线的A股市场大致可以定位

为“中性位置” ，不过，资本市场政策层面的

改革红利，有望从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上市

公司质量等维度给A股市场带来长期提振。

而对于下一步具体投资策略，陈家琳表

示，考虑到目前公募等机构投资者在价值股

方面的“交易结构” 可能不甚理想，该私募

机构在投资组合的配置上将更加趋于均衡。

世诚投资目前已经在大金融、科技股等板块

进行重点布局，当前最新的整体仓位水平大

致保持在七成左右， 未来在具体仓位方面，

可能会根据持股表现进行一定小幅度动态

调整。

少数派投资表示，根据该私募机构对于

一些反映市场情绪的数据进行观察，目前A

股市场整体市场情绪较2018年下半年有所

恢复，但仍低于今年上半年的高点。 该私募

机构认为，市场整体情绪并不算高，这也恰

恰说明目前在沪指重回3000点一线之后，A

股市场整体运行风险不太大。 而对于未来一

段时间的具体投资布局， 该私募机构表示，

今年以来，少数派投资维持了2016年下半年

以来“满仓持有大蓝筹” 的投资策略。 就短

中期而言， 年底以前可能会对持仓进行微

调，但暂无较大的调仓计划。

景林资产表示，虽然宏观和国际因素依

然难以预测， 但投资者可以继续明确看到，

全球流动性重回宽松、 无风险利率显著走

低，拥有经营确定性的公司会获得明显的估

值溢价。 从未来半年的时间维度来看，景林

资产一方面将重点关注强现金流公司，另一

方面则聚焦未来可能引领中国经济核心驱

动力的行业和龙头企业，兼顾短期业绩和长

期潜力。而对于A股市场而言，普涨行情可遇

而不可求，市场估值中枢将继续移交到价值

投资者手中。 未来半年，A股市场的投资，将

更加考验投资者的择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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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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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上涨，目前这段市场行情大致进入下半场

阶段。在此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A股市场的

投资线索预计将逐步向上市公司业绩、实体经

济表现等方面靠拢。 整体而言，沪指3000点一

线的A股市场大致可以定位为 “中性位置” ，

不过，资本市场政策层面的改革红利，有望从

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上市公司质量等维度给A

股市场带来长期提振。

而对于下一步具体投资策略， 陈家琳表

示，考虑到目前公募等机构投资者在价值股方

面的“交易结构” 可能不甚理想，该私募机构

在投资组合的配置上将更加趋于均衡。世诚投

资目前已经在大金融、科技股等板块进行重点

布局，当前最新的整体仓位水平大致保持在七

成左右，未来在具体仓位方面，可能会根据持

股表现进行小幅度动态调整。

少数派投资表示， 根据该私募机构对于

一些反映市场情绪的数据进行观察，目前A股

市场整体市场情绪较2018年下半年有所恢

复，但仍低于今年上半年的高点。 该私募机构

认为，市场整体情绪并不算高，这也恰恰说明

目前在沪指重回3000点一线之后，A股市场

整体运行风险不太大。 而对于未来一段时间

的具体投资布局， 该私募机构表示， 今年以

来， 少数派投资维持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

“满仓持有大蓝筹” 的投资策略。 就短中期而

言，年底以前可能会对持仓进行微调，但暂无

较大的调仓计划。

景林资产表示， 虽然宏观和国际因素依然

难以预测，但投资者可以继续明确看到，全球流

动性重回宽松、无风险利率显著走低，拥有经营

确定性的公司会获得明显的估值溢价。 从未来

半年的时间维度来看， 景林资产一方面将重点

关注强现金流公司， 另一方面则聚焦未来可能

引领中国经济核心驱动力的行业和龙头企业，

兼顾短期业绩和长期潜力。 而对于A股市场而

言，普涨行情可遇而不可求，市场估值中枢将继

续移交到价值投资者手中。 未来半年，A股市场

的投资，将更加考验投资者的择股能力。

’

日期

期间合计

买卖总额

期间买入

成交金额

期间卖出

成交金额

成交

净买入

累计

净买入

9.16 439.46 224.27 215.17 9.10 8031.43

9.12 408.95 220.95 188.00 32.95 8022.33

9.11 481.72 253.02 228.70 24.32 7989.38

9.10 464.00 243.89 220.11 23.79 7965.06

9.9 452.83 240.34 212.49 27.85 7941.27

9.6 476.05 280.64 195.41 85.24 7913.41

9.5 575.71 333.77 241.94 91.83 7828.18

9.4 482.70 266.21 216.48 49.73 7736.34

9.3 403.90 202.04 201.86 0.19 7686.61

9.2 444.76 248.93 195.83 53.10 7686.43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编辑部

６３０７0３86

发行部

６３０７0３２６

、

６３０７0３２４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２６０３

传真：编辑部

６３０７０４83

、

６３０７０480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１０２９

零售价格：

4．0０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１９

号

■ 责编：李菁菁 美编：马晓军 电话：

010－63070492 E-mail:zbs@zzb.com.cn

■ 2019年9月17日 星期二

基金新闻

und�News

A04

F

3000点博弈 公募私募比拼掘金术

基金积极备战

浮动管理费产品

□

本报记者 李惠敏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不少基金公司开始备战

浮动管理费基金产品。 据业内人士介绍，中欧等首批6家

上海基金公司试点，已有相关产品上报。 实际上，从已有

浮动管理费型基金历史业绩来看，表现参差不齐。结合今

年业绩来看，整体表现一般，但其中部分表现较好的产品

管理费已浮动至最高区间。业内人士表示，大力发展权益

基金应从如何引导投资者建立合理预期， 坚持长期投资

出发。

6家基金公司试点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近期浮动管理费基金产品

将分两批基金公司进行试点。 “首批有6家基金公司试

点，试点公司将分两批进行，或有12只权益类产品，主要

区别是封闭期不同。 ” 一位基金公司人士表示，“7月底，

监管召集部分权益实力较强的基金公司开会， 会上也主

要围绕浮动管理费基金产品的酝酿推出。 ”

目前，已有试点公司上报相关产品。证监会审批进度

显示， 中欧基金于8月29日上报了启航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基金， 同日上海另一家基金公司上报了一只两年持有

期混合型基金，以上两只产品均于9月5日受理。 此外，还

有一只一年持有期混合基金也于9月2日上报，进度显示

已于9月9日受理。

此前， 监管层下发了浮动管理费基金指引征求意见

稿，根据收费方式不同，将浮动管理费基金分为“支点

式” 上下浮动管理费基金和提取“业绩报酬” 浮动管理

费基金两类。

历史业绩表现分化

实际上，从已有浮动管理费型基金历史业绩来看，表

现参差不齐。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2日，采用浮动管

理费的基金产品共44只（A/C份额分开计算），其中包括

14只债券型基金、14只混合型基金、10只另类投资基金、

5只货币型基金和1只股票型基金。整体来看，有数据统计

的42只浮动管理费型基金中，成立以来收益率在200%以

上的有1只，100%至200%间的有2只，0至100%间的有36

只，仅有3只浮动管理费型基金成立以来业绩为负。

具体来看，截至9月12日，表现最好的是东方红产业

升级，为灵活配置型基金，自2014年成立以来收益率达

247.40%，今年以来收益率34.44%。 该产品的浮动管理

费说明中表示，基金合同生效满一年后的每个季度对日，

将基金份额前一年的收益率分为三档， 分别为小于

-5%、大于等于-5%且小于8%和大于等于8%，对应的基

金管理费分别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50%和

2.50%的年费率计提。

大力发展权益投资

结合今年业绩来看，与其他基金产品相比，浮动管理

费型基金表现一般， 但其中部分表现较好的浮动管理费

型基金的管理费已升至最高区间。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2日，今年以来表现最好

的浮动管理费型基金为中欧精选， 收益率达52.08%；收

益率位于40%以上的还有东方红睿元三年定期和金鹰民

族新兴， 分别为44.94%和40.74%； 收益率位于30%至

40%区间的有3只； 位于20%至30%区间的有6只； 低于

20%的有27只。整体来看，浮动管理费型基金表现并不尽

如人意。

“从国内市场过去几年间运作的浮动费率基金来

看，其正向激励的效果并不明显，这类基金也并未如预期

那样受到投资者追捧。 ”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负

责人刘亦千表示，总体而言，浮动费率制度能发挥一定程

度的正向作用，它通过利益绑定的方式，让基金公司、基

金经理和投资者的利益诉求保持一致， 但实际运作的效

果还有待观察。

刘亦千分析，主要原因为：第一，所有基金都有动力

做好业绩，因此利益捆绑模式作为“增量”发挥的作用存

疑；第二，激励机制给持有人带来额外成本；第三，过度激

励容易引发基金经理投资的激进冒险行为。

盈米基金FOF研究院院长施静亦表示，挑选主动管

理型的基金，并不应以费率收取方式作为主要标准，投资

者应更关注基金经理的从业时间、 历史管理产品业绩轨

迹以及目前管理产品规模、 判断盈利模式在未来的市场

风格是否可复制等因素。

“大力发展权益基金， 更应从权益投资价值和长期

投资价值角度出发，如何引导投资者建立合理预期，坚持

长期投资才是行业内应该做的。 ”刘亦千指出。

原油类基金大涨 机构密切跟踪伺机而动

□

本报记者 林荣华

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9月16日，嘉实原

油、华宝油气、诺安油气等多只原油相关基金

大涨。 部分机构认为，供给端短期受影响，利

好油价， 但后续影响将取决于沙特油田的复

产速度，仍需要密切跟踪。

油气板块表现良好

在原油价格大涨影响下， 昨日A股相关

板块表现良好。 同花顺数据显示，采掘服务

板块以4.20%的涨幅领跑各大板块，其中，通

源石油、贝肯能源涨停；石油矿业开采板块

的涨幅也达到1.98%， 洲际油气和新潮能源

分别上涨6.77%和4.69%， 中国石油上涨

3.50%。

与此同时， 上市基金中的原油类基金昨

日同现大涨。 同花顺数据显示， 从市场表现

看，嘉实原油上涨7%；华宝油气上涨4.29%，

单日成交额达3.26亿元，创2016年以来新高；

诺安油气上涨5.20%；国泰大宗上涨4.93%。

值得注意的是， 相关上市基金净值波动

并不完全复制原油价格走势。 根据基金半年

报， 华宝油气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标普石油天

然气上游股票指数（全收益指数），基金原则

上采取完全复制策略， 即按照标的指数的成

分股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分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

相应调整。

嘉实原油半年报显示， 其业绩比较基准

为100%WTI原油价格收益率， 通过严格的

投资纪律约束和数量化的风险管理手段，力

争获得与业绩比较基准相似的回报。 该基金

属于基金中基金， 主要投资于全球范围内的

原油主题相关的公募基金（包括ETF）及公

司股票，且主要投资于境外市场，投资者需承

担汇率风险以及境外市场的风险。

后续影响仍待观察

针对油价后期走势， 多家机构表示仍需

观察， 若持续上行可能导致现有的大类资产

配置需要调整。

光大证券研报指出，今年以来，受全球

贸易摩擦因素影响，多家能源机构对原油需

求预期较为悲观，其中IEA已连续三次下调

全球原油需求增长预期，预计2019年原油需

求增长量为110万桶/日，2020年为130万桶/

日。 IEA8月数据显示，OECD石油消费已连

续三个季度下降，尤其是燃料油和石脑油降

幅较大。 而另一方面，美国在6月已短暂超过

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 随着

Permian盆地外输管道瓶颈消除， 页岩油出

口能力有望进一步提高。 本次沙特油田遇

袭，供给端短期将受影响，利好油价，后续的

影响将取决于沙特油田的复产速度， 展望

2020年，原油市场供需相对宽松的格局仍将

持续。

南方基金表示， 沙特遇袭事件对全球

油价应会产生扰动， 但该影响应是一个短

期扰动，对长期原油价格影响不大，原油供

给缺口大概率会很快填补。 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沙特将对袭击影响进行评估， 预计能

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原油生产。 二是当前

OPEC正在实施主动限产措施，将全球原油

产量控制在当前水平。 如果油价上涨过快，

OPEC可迅速释放产能， 填补原油供给缺

口，稳定市场价格。 三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

石油消费国， 自产原油与本国原油储备充

足，目前原油为净出口状态。 因此，预计短

期WTI原油价格上升至55-65美元/桶的舒

适区间较高位置， 但随着供给缺口的迅速

填补，维持原油价格大概率处在55-65美元

/桶的判断。

国寿安保基金表示， 原油价格在中秋假

期间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压力， 主要是沙特原

油供给可能出现波动， 目前仍无明确的信息

确定这种供给不足的持续时间， 后续需要密

切跟踪。 如果油价因为特殊原因出现比较快

速的上行，尤其是持续性的上行，可能会导致

现有的大类资产配置需要做一些调整。

9月以来北向资金流向情况

公募：布局科技成长+低估值蓝筹

□

本报记者 余世鹏

估值有望继续上行

截至9月16日收盘， 进入9月以来，

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累计涨

幅均超过5% ， 分别为 5.01% 、5.9% 、

6.42%。 资金方面，做多势头更为明显。

数据显示，9月16日市场情绪有所平缓，

但两市合计成交5813.24亿元， 较上一

交易日的5373.33亿元有所放量。 而包

括9月16日净流入9.1亿元在内，北向资

金已连续12个交易日净流入。其中，在9

月至今的10个交易日中，北向资金净流

入已接近400亿元。

“A股上周大涨站上3000点， 整体

依然以震荡格局为主。但是，降息预期以

及外部经济影响因素的边际缓和， 对国

内市场形成有利支撑。 ” 招商基金首席

宏观策略分析师姚爽对记者表示， 短期

来看， 宽松政策加码将会继续催化市场

风险偏好上行，A股的主导因素正在回

归基本面。 因此，市场短期的反弹高度，

将取决于刺激政策能否进一步兑现以及

改革举措能否加快落地；中期来看，姚爽

则认为，在全球比差模式下，国内资产价

格的性价比将更为凸显。 在全球债券收

益率走低和人民币汇率趋稳背景下，权

益市场对长线资金的配置性价比正在逐

渐显现。 而随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趋于

完善，A股市场的估值中枢有望继续缓

慢上行。

“短期市场仍将延续区间震荡格

局，但震荡中枢会有所上移，一些因素正

在发生积极改变。 ” 前海开源基金基金

经理、投资部副总监肖立强对记者表示，

近期内外经济环境趋于缓和， 且国内政

策不断释放积极信号， 包括此前降准等

举措都会提振股票市场做多情绪， 结构

性做多机会接下来会层出不穷。

经济有韧性提升吸引力

上述乐观预判的背后，是公募对中

国经济韧性与权益资产吸引力的坚定

信心。

前海联合基金王静对记者指出，近

期公布的8月经济数据表明经济仍存压

力，但随着降准等政策的落地，我国经济

依然具备较强韧性。同时，近期外部环境

影响因素有所改善， 加上国内资本市场

持续对外开放（如取消QFII和RQFII额

度限制）， 海外投资者对A股的配置比

例将会持续提升。

“基于内外流动性全面宽裕与政策

不断催化的考虑，继续看好9月A股市场

行情，市场反弹或继续。 ” 平安基金对记

者表示，一方面，随着QFII和RQFII投资

限制的取消以及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

限制的取消， 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进一步

深化，未来外资将持续流入A股市场，这

将成为A股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 另一

方面，央行的降准措施于本周一生效，释

放约8000亿元资金将给市场带来更多

的“源头活水” 。

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基金经理王石千

对记者表示，在利率水平大幅下行、企业

实行减税降费措施、 政策逆周期调节力

度加大等因素作用下， 企业盈利预期将

逐步触底企稳；短期来看，A股上市公司

四季度业绩将受益于低基数明显反弹。

“对比股票和债券性价比， 当前权益市

场的估值仍处历史低位， 股票性价比好

于债券，可重点配置具备核心竞争优势、

业务周期性偏弱的蓝筹股。 ”

关注科技成长与低估值蓝筹

记者获悉，在指数围绕3000点震荡

之际， 科技成长股与低估值蓝筹成公募

布局重点。

Wind数据显示，9月以来（截至9月

16日），共有226家上市公司接受机构调

研，其中约有80家是科技类公司，包括

21家电子设备公司，17家电子元件公

司，12家半导体公司，7家通讯设备公

司。 其中， 包括领益智造等科技公司在

内，调研名单中均出现博时基金、南方基

金、华夏基金等公募身影。

“投资策略上可以更加积极。 中国

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

型，长期来看，A股投资已具备较强吸引

力，建议重点关注医药、消费、科技创新

以及券商等板块的潜在投资机会。 ” 肖

立强说。

平安基金指出， 基于内外流动性向

好与政策支撑预期，TMT、 券商等行业

行情有望持续，而估值较低的银行、房地

产、基建等板块也有望提振。

王静指出，截至目前，沪深两市的动

态PE估值在16.5倍左右，与历史的底部

区域12-15倍接近。 “不论是横向历史

比较，还是纵向的大类资产分析，权益资

产的估值都具有较高吸引力。 在全球流

动性宽松的大背景下， 核心产业的优质

资产在中长期内具有广阔的市值空间，

周期龙头、 消费服务和科技创新领域都

有大量的投资机会。 ”

王静认为，投资者可着重关注以下

三大方向：其一，科技创新周期带来的

优质龙头公司估值提升，如5G、半导体、

云计算、 工业互联网、 硬件创新等；其

二，受益经济预期好转的金融龙头和基

建加码的周期产业龙头；其三，中报超

预期且下半年业绩趋势仍向好的细分

行业龙头个股。

A股再次上演3000点争夺战。 多家公募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市场接下来会在3000点展开多空交

战。 但基于外部环境缓和与国内经济发展韧性等积极

因素考虑，A股估值中枢有望继续上行。 公募投研人士

指出，乐观态势下投资策略可以更加积极。 科技成长股

与低估值蓝筹将是接下来投资布局的重点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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