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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确定性支撑

基金瞄准年报预喜股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随着上市公司三季报披露完成， 部分公

司全年业绩情况显露。 Wind数据显示，截至

11月3日， 已有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全年业

绩预警情况，其中全年业绩预喜（预增、略增、

续盈、扭亏）的上市公司达240余家，占比约

为46%。 上述全年业绩预喜个股中，基金重仓

布局的不在少数。

机构人士表示， 目前业绩预喜个股集中

在医药、消费、电子等景气行业，预计今年四

季度到明年一季度， 市场仍将持续结构性行

情， 业绩确定性机会将是市场资金重点挖掘

的对象。

全年业绩预喜股涌现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3日，沪深两市

已有517家上市公司披露2019年全年业绩情

况， 其中全年业绩预喜的上市公司有242家，

占比约为46.81%。 两市有全年业绩情况预告

的上市公司中，近半数个股全年业绩预喜。

具体来看，共有118家上市公司全年业绩

预增，占业绩预喜个股的比重为48.76%；有46

家上市公司全年业绩预计略增， 占比为

19.01%；72家上市公司全年业绩有望扭亏为

盈，占比为29.75%。以业绩预告净利润最大变

动幅度来计算，星期六、大庆华科、康力电梯、

福鞍股份、 通达股份等公司全年业绩预计增

幅靠前。

从行业分布来看， 全年业绩预喜的上市

公司集中在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 数据显示，在

当下景气度较高的行业之中， 绩优上市公司

频出。

以食品行业上市公司燕塘乳业为例，公

司三季报显示， 预计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2238.25万元至

15614.32万元，预计同比增长190%至270%。

公司表示， 随着公司新工厂生产链条的逐渐

理顺，“降本、提质、增效” 优化管理方针的有

效执行，奶源体系升级、精准营销和深度营销

工作的逐步开展，公司的产能得到释放，经营

效率不断提升， 促使公司业绩得到较大幅度

增长。 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中， 信邦制药预计

2019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盈利约为22000万元至27000万元，2018年公

司由于计提商誉减值导致亏损， 亏损额为

129660.55万元。

基金布局确定性机会

全年业绩预喜的上市公司， 早已被机构

提前布局。 燕塘乳业三季度末的前十大流通

股东名单中就有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等

机构投资者。 信邦制药三季度末的前十大流

通股东中则有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贵州贵安新区金域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北京民生新晖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拾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丹青二期创新医药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等机构。

预 计 全 年 业 绩 增 幅 在 1443.63% 至

1572.26%的康力电梯， 更是被机构资金重仓

布局。 公告资料显示，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隆源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100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等分别持有该公司533.29万股、

470万股、454.34万股、343.65万股和313.25万

股。

机构人士表示， 目前业绩预喜个股集中

在医药、消费和电子等景气行业，预计今年四

季度到明年一季度， 市场仍将持续结构性行

情， 业绩确定性机会将会是市场资金重点挖

掘对象。“当前市场给予确定性以非常高的溢

价， 而业绩的持续增长无疑是最优质的确定

性机会之一。 根据往年年报披露期间的市场

走势情况，在今年结构性行情主导的市场中，

景气行业中业绩表现突出的个股将迎来市场

资金的追捧。 ” 某公募机构研究人士表示。

南方基金：打造全天候投资顾问能力

□

本报记者 张焕昀

近日， 公募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正式

落地， 南方基金顺势发布了旗下智能投顾子

品牌“司南智投” 。 南方基金表示，将在客户

资源领域进行拓展， 通过科技赋能打造全天

候的投资顾问能力。

公募优势在于专业资管能力

在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 借助科技赋能

更好地服务投资者， 满足投资者日益个性化

的需求，是中外资管行业所面临的共同趋势。

国内公募基金业已有21年的历史， 创造

了非常优秀的长期年化业绩。 但根据基金业

协会的统计， 大多数的基金投资者并没有很

好地分享到公募基金行业创造的回报。 在南

方基金看来， 原因主要在于投资者在基金投

资中缺少合理的资产配置。

南方基金表示， 希望随着投顾业务的推

出，通过更加合理的资产配置，通过线上与线

下投资顾问的贴心服务与陪伴， 能帮助更多

投资者更加理性地面对市场波动， 帮助投资

者系统性改进基金投资的体验。

在南方基金看来，与银行、第三方销售平

台相比， 公募基金公司的优势在于投资能力

与基金产品设计能力， 在于专业的资产管理

能力。 而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依托的是公募

基金行业20多年的规范发展、 强大的合规风

控体系建设与科学的投研体系、 人才体系建

设。

基金公司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 在资产

配置、策略组合构建和管理、底层基金分析评

价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而第三方销售公司

代销全市场的基金产品， 同时也有较多零售

客户资源及相关客户风险偏好和交易习惯相

关数据。 通过与第三方销售公司开展合作，可

以发挥出各自的优势， 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更

好的投资体验。

从海外智能投顾的兴起， 可以看出投顾

服务日益向全天候在线、 随时参与的趋势发

展， 而科技的赋能也使投顾行业显现出去中

介化的趋势。 无论是基金公司还是第三方销

售公司，都将受益于这一趋势。

打造全天候投顾能力

公募投顾业务现行试点，在可见的未来，

诸如证券公司、银行及第三方销售平台，均有

望参与公募投顾业务。 南方基金认为，掌握核

心投资能力及客户资源的公司将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最大的挑战在于，国内投顾市

场还处于起步阶段， 投资者对于投顾服务的

认识和预期还不成熟， 要构建成熟完善的投

顾市场是一个长期过程。

“坚持价值投资，为客户提供出色的解决

方案是南方基金的优势。 南方基金将在客户

资源领域进行拓展， 同时通过科技赋能打造

全天候的投资顾问能力。 ” 南方基金表示。

南方基金作为国内规模位居前列、 投资

绩效优秀、产品丰富的专业投资机构，在投资

策略和解决方案上有丰富的经验。 公司为投

顾业务的推出做了多年准备。 公司在自有

APP平台上已推出系列基于目标风险策略的

账户式基金组合。 通过对宏观经济中的快变

量、 大类资产的估值变化及相对性价比的跟

踪研究，实现动态资产配置，帮助组合获得了

更多的阿尔法收益。

南方基金已经开发出自有的资产配置及

基金研究量化投研平台。 在这个量化平台上，

有功能丰富的资产配置模块、策略开发模块、

基金分析、基金组合构建等模块，从而可以更

加高效地开展投顾相关投研工作。

在基金选择的方法上，南方基金基于四P

原则———人（people）、投资理念 (philoso-

phy)、组合(protofolio)和业绩(performenc)，

构建和研发了基金研究评价体系。 在基金研

究中， 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 对包括基金公

司、 基金经理及基金产品在内的三个维度展

开多角度研究。 为满足客户各类投资理财需

求， 南方基金为客户提供了三大场景投资解

决方案：一是绝对收益场景；二是目标风险场

景；三是多因子股基精选场景。

基金看好

科技股结构性机会

□

本报记者 李惠敏 林荣华

上周部分科技股在三季报公布后回调，

例如，沪电股份下跌11.43%、生益科技下跌

5.81%等。尽管如此，三季度以来电子、计算机

等科技板块依旧涨幅居前。展望后市，基金人

士继续看好科技股结构性机会， 关注医药生

物、5G产业链板块等。

继续看好科技股

三季度以来，以电子、计算机、医药生物

为代表的科技股爆发显著超预期。 wind数据

显示，三季度以来，截至11月1日，申银万国一

级行业中仅有8个板块上涨，其中电子板块平

均涨幅高达13.93%，位居第一；计算机板块的

涨幅也达到9.45%， 位居第二； 医药生物以

4.63%的涨幅位居第三。

博时文体娱乐主题混合基金经理蒋娜表

示，科技股从短期指数表现来看会比较平稳，

但龙头公司将表现突出。 三季度以来科技股

行情出现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不少电子等行

业盈利明显增长，利润端、现金流端等都出现

爆发式增长，5G行情逐渐清晰化； 二是五六

月份时市场避险情绪较浓， 而随着一些科技

股或成长股业绩开始兑现， 避险情绪出现反

转，一波资金往成长端配置。三是科技行业变

化非常快，往往业绩增长是非线性的，所以当

业绩出现爆发式增长时， 股价也在一段时间

内爆发了。

尽管近期科技股出现回调，但基金人士仍

然继续看好。 星石投资董事长江晖认为，2019

年沪深300指数涨幅在全球重要指数中名列前

茅，预计2020年股市会继续上涨，当下看好科

技和消费类别中的二线蓝筹股。“中国的科技

行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正加速‘晋升’ ，这样的

公司非常多。 有的公司业绩现在不是很好，但

是一旦经济企稳回升， 它的优势将爆发出来。

而消费品和服务型行业， 正在进行产业集中，

这必然会引发企业ROE进一步提升。 ”

关注医药和5G产业链

展望后市，基金看好科技板块中的医药、

5G产业链。 北信瑞丰基金表示，医药行业在

老龄化及医疗需求释放的大背景下， 依然具

备长期投资价值。重点看好创新产业链主线。

医疗行业是具备供给创造需求的属性， 创新

药、创新型疫苗及创新型器械由于效果更好，

能够满足更多的临床需求。 该类产品的上市

将对老产品逐渐替代， 并给企业带来丰厚的

回报， 也是目前企业布局的重点。 研发实力

强、 管线优秀的创新型企业及为该类企业提

供服务的CRO（合同研究组织）、CDMO（研

发生产外包组织） 企业都是未来投资的热

点。 此外，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交需

求受到更多关注，如近年来增高、牙齿矫正及

视力矫正等需求逐渐释放， 目前该类需求渗

透率还比较低，仍有很大市场空间，也是未来

关注的重点。

博时基金医疗保健基金经理葛晨也看好

医药生物板块，具体包括几方面原因：一是医

保内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包括疗效导向的创

新药及产业链、 性价比导向的仿制药等都值

得关注。 二是医保外市场的自费可选医疗消

费，如部分眼科、口腔、体检、医美等，这些并

不是刚性需求，用或不用患者可以自主决定。

在这一领域中，医疗机构可以差异化定价，用

户也会主动加深对产品的了解， 更容易形成

用户黏性。三是全球视角下的中国优势，比如

工程师红利和产业链优势， 具体受益领域包

括医疗设备、CRO/CDMO行业等。

蒋娜表示， 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 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

要求，而创新正是助推三大变革的强劲引擎。

同时， 外部因素扰动的长期影响将进一步推

动国内进行产业转移及产业结构调整， 包括

芯片国产化、自主可控、各产业的信息化等发

展趋势明显。 过去的一段时间已经看到了5G

建设的决心和速度， 并看到相关硬件标的的

突出表现，未来对5G下游应用端（如手机、汽

车、VR/AR、物联网等）将保持密切关注。

名称 预警类型

预告净利润上限

(万元)

证监会行业

星期六 预增

20,000.00

纺织服装、服饰业

大庆华科 扭亏

5,800.00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康力电梯 预增

26,000.00

通用设备制造业

福鞍股份 预增

11,300.00

通用设备制造业

通达股份 扭亏

11,000.0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沃尔核材 预增

21,540.0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同为股份 预增

4,000.0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神州信息 预增

40,000.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鸿博股份 预增

3,800.0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浙江永强 扭亏

50,000.00

家具制造业

部分全年业绩预计大幅增长的公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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