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百亿资金大举抄底

机构：绝佳买点来临 加仓优质资产

本报记者 李惠敏 林荣华

鼠年第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跌7.72%，深证成指跌

8.45%，创业板指跌6.85%，两市近3200只个股跌停。 大

跌之下，北向资金和ETF机构资金却逆市进场。 对此，多

位知名基金经理认为， 疫情可能只造成季度间波动，本

轮调整或是中长期绝佳买点，后期反弹大概率将快速完

成，避险减持再重新买入风险大。 此时，景气趋势公司和

优质企业是加仓方向。

两路“聪明钱”进场

2月3日，A股盘面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北向资金。

Wind数据显示，2月3日北向资金合计流入181.91亿元，

创下历史单日第二大净流入纪录。 与此同时，ETF也成

为一些资金进场的通道。 北京某头部基金公司表示，不

少基金被机构资金逆市申购。 其中，上证50ETF净申购

12.8亿元、沪深300ETF净申购11.2亿元、5GETF净申购

4.2亿元、恒生ETF净申购3.5亿元，行业内主流宽基ETF

和科技类ETF均是大额净申购。

外资入场的信心何在？ 摩根资产管理大中华股票投

资组合经理江彦表示， 疫情等因素不可避免会引发A股

波动， 但中国经济由注重数量到质量的转型不会变，以

研究为本的长线投资者正是在其中把握投资机遇。

Vanguard集团投资策略及研究部亚太区首席经济

学家王黔表示，此次中国对疫情的反应迅速，加上国际

间的协同合作，或许可以给市场一枚“定心丸” 。 本次疫

情对人类和经济的影响可能有限，而且不会延续较长时

间。

江彦进一步表示， 在中国长期的结构性发展趋势

中，医疗保健、消费和科技三大板块的潜力值得关注。 其

中，中国医疗保健市场分散，不论是医疗保健服务还是

产品和药物分销等领域均有较大升级空间； 消费方面，

在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和中产阶层崛起的背景下，将长

期造就更多商机，并助推科技创新。

恐慌卖出风险大

对于此次疫情，多位基金经理表示，当前形势下的

避险减持风险较大， 实际更应区分A股市场和个股下跌

的实质。

泓德基金副总经理邬传雁表示，当前形势下避险性

减持， 等待市场下跌后再重新买入的策略风险非常大。

现在投资者真正需要做的是分辨手中股票是否有实质

性的风险，长期的增长空间是否会受到大的挑战。 如果

长期风险比较低，那么疫情之下的波动则是一个买入的

机会。

“不要基于莫名的恐慌卖出股票。 下跌分成不会涨

回的和最终能涨回两种，疫情对市场的冲击是第二种。”

拾贝投资胡建平表示，随着气温的上升，疫情也会减弱，

战胜疫情只是时间问题。

博时产业新趋势混合拟任基金经理蔡滨表示，情绪

面因素对于短期股票市场的影响更大。 投资者宜理性应

对，不要盲目杀跌。 如果疫情导致市场非理性下跌，将带

来更好的加仓和入场机会。

中长期买点显现

从中长期来看，基金经理普遍将这次疫情影响下的

市场波动当作一个获得更便宜筹码的机会。

银华中小盘基金经理李晓星指出，可能有些投资人

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会进行一些仓位调整，A股将出现

震荡。但在多方努力下，疫情可得到缓解和控制。疫情带

给经济的冲击只是一次性和阶段性的，近期市场下跌将

给很多优质公司带来长期的买点。

泓德基金投研总监王克玉表示，A股短期波动不可

避免，但从一个季度到一年的角度来看，短期事件影响

将是一个较好的买入时机。 由于过去两三年许多行业龙

头企业的竞争力持续提升，二季度以后，在企业整体经

营活动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其后期盈利能力的恢复和提

升的确定性也非常高。

中邮新思路基金经理国晓雯预计，这次市场调整将

提供一个以更便宜价格买到好公司的窗口。 行业方面，

短期看好科技、医药、新能源汽车、高端智能制造、光伏

等。

北信瑞丰基金也表示，短期市场回调是加仓优质资

产的绝佳时期。 从经济增长动力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正

处在从追求高速度发展向追求高效率、高质量发展的转

型期，追求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在这样的目标驱动下，

新科技、新基建等方向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是

长期的投资价值所在。

北向资金单日净流入金额最大的十个交易日/林荣华

代码 证券名称 成交净买入(亿元) 涨跌幅(%)

601318.SH 中国平安 23.25 -6.92

600519.SH 贵州茅台 12.83 -4.64

000651.SZ 格力电器 9.02 -8.09

300750.SZ 宁德时代 8.44 3.67

002304.SZ 洋河股份 5.58 -9.95

601888.SH 中国国旅 5.35 -10.00

600887.SH 伊利股份 4.62 -7.38

600276.SH 恒瑞医药 4.21 -2.88

600585.SH 海螺水泥 3.57 -6.60

002714.SZ 牧原股份 2.47 -9.89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8 -4.84

600031.SH 三一重工 1.68 -9.98

601166.SH 兴业银行 1.14 -7.96

600009.SH 上海机场 0.89 -7.51

002415.SZ 海康威视 0.27 -9.81

300015.SZ 爱尔眼科 0.20 -7.93

000001.SZ 平安银行 -0.31 -9.97

000002.SZ 万科A -1.39 -8.11

300347.SZ 泰格医药 -2.95 -5.54

002475.SZ 立讯精密 -3.47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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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私募金牛奖

报名截止时间延至2月21日

□本报记者 王宇露

近日， 部分地区为了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而延迟复工。鉴于此情况，第十一届中国私

募金牛奖报名截止时间由原定的2020年2月7日延至2月

21日， 私募机构需要在截止时间之前进行报名注册、数

据补充和核实。

第十一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已于2020年1月2日

启动。 参评机构可通过中国私募金牛奖官方报名网站

（www.jinniufund.com）进行数据提交。本届评选方案

及参评须知详见中国证券报微信公众号（ID：xhszzb）、

中证网官网金牛专区和报名网站首页。

需要注意的是， 本次评选在策略类型的划分上有一

个新的变化，即将往届的“宏观期货策略” 拆分为“宏观

对冲策略” 和“管理期货策略” 两类分别进行评选。 参评

机构须提交私募基金管理人和投资经理管理的全部产品

数据，且应保证净值数据的真实性。

避险情绪释放

公募围绕两大主线布局优质资产

□本报记者 余世鹏

鼠年首个交易日，A股在长假期间积蓄的避险情绪明显

释放。 但在股指大幅下跌的同时， 生物医药相关板块逆势上

涨，北向资金也逢低抢筹。 公募普遍认为，疫情不会改变经济

中长期增长趋势，市场短期调整是较好的买入时点。对于因需

求增长带来业绩弹性预期的医药股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

成长标的，可根据估值变化择时布局。

市场情绪释放

从盘面上看， 行业板块全线收跌， 多个板块日内跌幅超

9%。在抛压下，截至2月3日收盘，各大股指跌幅均在6%以上。

但与此同时，盘中也不乏抄底资金和逆势上涨板块。

鹏华基金董事总经理王宗合表示，长期来看，疫情并不能

影响经济长期走势，不会影响公司长期价值。短期市场参与者

情绪可能是非理性的，如果市场出现超跌调整，对于价值投资

者、长期投资者、机构投资者而言，反而是比较好的买入时点。

回调带来买入机会

诺安基金指出， 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大概率在一季度

就会显现，但在疫情缓和后经济将企稳回升。 “因此，悲观情

绪反映充分的时刻， 恰是投资者向医药和科技等优质资产抛

出橄榄枝的大好良机。 ”

“疫情不会对经济中长期趋势和增长有过大影响。 且目

前市场估值较低， 具有一定安全边际， 投资者无需过度悲

观，疫情结束后市场有望回归中长期运行趋势。 ” 景顺长城

基金则指出，如果市场短期调整过大，可关注被错杀的优质

个股。

长盛基金则表示， 决定A股中长期趋势主要在于货币政

策，需要密切关注疫情过后物价和宏观经济走势，以及货币政

策的变动。“2020年是诸多经济目标面临兑现的关键一年，疫

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可能会延长货币宽松的窗口期。 ”

银华基金则直言，疫情冲击将会带来长期买入机会。银华

基金认为，企业盈利短期或有回落，但拉长视角看，市场短期

风险偏好的波动往往给投资者带来良好的买入机会。

银华基金表示：“在经历了这个特殊的春节后，把握优质

个股买入机会，是投资者更好的应对策略。 ”

关注医药子板块

基于2月3日的市场表现，诺安基金指出，根据疫情发生

的环境判断， 医药、 在线游戏以及个别具有囤货属性的消费

品，一季度的业绩可能受到阶段性推动。“参考2003年SARS

期间的行情，我们同样发现，疫情带来市场过度调整，而部分

投资者未能持有基本面较好、景气向上的优质核心资产，错过

了后续的上涨。 ”

在医药板块中，诺安基金表示，药店的客流量和客单价

在疫情期间会显著提升，同时低值耗材、家用医疗器械以及

与抗病毒相关的药品，也将是资金关注的重点。 另外，科技

发展是国家的重中之重，科技领域的细分投资赛道众多，尤

其是5G和与之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 这些领域即使受到疫

情的短期扰动，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真成长科技公司的价值

必将显现。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基金经理侯昊则表示， 与此前

SARS爆发期间相比， 当前医药行业标的结构已发生巨大变

化。 本次疫情期间，医药子板块逆势上涨，尤其是抗生素、检

测、器械、血制品等领域的表现较为明显。 此外，口罩、手套、

体温计、额温计、制氧机、呼吸机、血氧仪、雾化、消毒液等产

品因需求增加，也会带来相关标的的业绩弹性。 “从长期角

度看，医药行业创新和消费升级仍是主要节奏，短期疫情影

响加大市场波动，部分公司出现回调或超跌则是长线布局的

较好时点。 ”

长盛基金认为，疫情对市场的影响是阶段性的，不改变市

场的强势板块风格。 分阶段看，疫情爆发阶段，抗跌行业可能

为前期强势行业（TMT）及医药；但行情转折点可能发生在

疫情开始缓和时，这时可阶段性布局超跌反弹；疫情结束后，

市场大概率仍遵循原来的景气主线，即科技股行情。

大中型私募争当“逆行者”

□本报记者 王辉

受疫情影响，A股市场在鼠年第一个交易日（2月3日）出

现急挫。但在市场恐慌情绪显现的同时，多家私募却选择逆行

抄底，其中不乏规模在50亿元以上的知名大中型私募。 不过，

也有私募投资人认为， 在目前市场杀跌动能尚未出现实质性

衰竭的情况下，市场何时能有效止跌还需进一步观察。

多家一线私募加仓

在3日A股大跌的背景下，知名私募投资人、深圳东方港

湾投资董事长但斌表示， 其已在当日盘中给交易员下发交易

指令，新基金加仓买入白酒龙头和电池龙头个股。对于当日的

逆行抄底，但斌强调，在市场大跌和情绪化恐慌中敢于加仓，

“从来不简单，也从来不容易” 。对比美国股市近百年的表现，

曾经发生的突发危机事件都没有扭转美国股市的长期震荡向

上趋势。

对于3日的操作， 凌通盛泰投资管理董事长董宝珍表示，

其已在当日对优质银行股等大金融板块进行了集中加仓。 董

宝珍还强调，对比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巴菲特的选择，

投资者更应当在市场因风险事件冲击而恐慌大跌时敢于买

入。 A股市场3日发生较大幅度的折让，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

情绪化的止损和抛售。 而个人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化和机构投

资者的止损，与长期基本面并没有关联。事实上，“新冠病毒疫

情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基本面产生重大影响。 ”董宝珍称。

此外，上海某规模在50亿元以上的新锐大型私募负责人

也表示，节后第一天A股市场的下跌更多是一次“补跌” ，主

要源于节前投资者没有对疫情发展有足够的预期。 随着相关

事态的进展，投资者预期将趋于明朗，市场也将很快触底。 在

此背景下， 该私募在3日对部分金融地产等大蓝筹板块进行

了小幅加仓。

短期预期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向资金和部分私募机构积极逆行抄底

的同时，也有一些私募机构对于A股能否短期迎来企稳持观望

态度。 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私募等投资者对于市场研判和预

期的分化，可能导致A股走势短期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不过，

对于A股的中长期表现，私募整体保持较为一致的乐观态度。

上海世诚投资总经理陈家琳表示， 投资者可能抱有以下

一致性预期，即鉴于防控措施的到位，疫情将会较快得到有效

控制；确诊人数的拐点最晚预计出现在2月中下旬，然后疫情

逐步消退乃至消失；随着疫情的缓解和消失，借助政府后续出

台的逆周期政策及措施，社会经济活动逐季恢复；以2003年

非典前后的市场表现为参考， 长假之后A股开市出现集中补

跌，之后低位盘整，并在此之后延续突发事件出现之前的向上

趋势。 但这种一致性预期，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影响。

不过陈家琳强调，从长远看，经此一“疫” ，改革开放将会

进一步深化， 从而支持中国经济呈现更强的韧性和更高质量

的发展。在个股和上市公司层面，面对宏观经济面临的短期挑

战， 拥有强大护城河的行业龙头企业， 未来也会具有更强的

“免疫力” 。 整体而言，投资者既不应低估疫情事件的短期影

响，同时也要保持对中国经济和优秀上市公司的长期信心。

“聪明钱”进场

2月3日，A股盘面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北向资金。Wind数

据显示，2月3日北向资金合计流入181.91亿元， 创下历史单

日第二大净流入纪录。 与此同时，ETF也成为一些资金进场

的通道。 北京某头部基金公司表示，不少基金被机构资金逆

市申购。 其中，上证50ETF净申购12.8亿元、沪深300ETF净

申购11.2亿元、5GETF净申购4.2亿元、恒生ETF净申购3.5亿

元，行业内主流宽基ETF和科技类ETF均是大额净申购。

外资入场的信心何在？ 摩根资产管理大中华股票投资

组合经理江彦表示， 疫情等因素不可避免会引发A股波动，

但中国经济由注重数量到质量的转型不会变， 以研究为本

的长线投资者正是在其中把握投资机遇。

Vanguard集团投资策略及研究部亚太区首席经济学

家王黔表示，此次中国对疫情的反应迅速，加上国际间的协

同合作，或许可以给市场一枚“定心丸” 。 本次疫情对人类

和经济的影响可能有限，而且不会延续较长时间。

江彦进一步表示，在中国长期的结构性发展趋势中，医

疗保健、消费和科技三大板块的潜力值得关注。 其中，中国

医疗保健市场分散， 不论是医疗保健服务还是产品和药物

分销等领域均有较大升级空间；消费方面，在家庭可支配收

入增加和中等收入群体崛起的背景下， 将长期造就更多商

机，并助推科技创新。

恐慌卖出风险大

对于此次疫情，多位基金经理表示，当前形势下的避险

减持风险较大，应理性看待A股市场和个股下跌。

泓德基金副总经理邬传雁表示， 当前形势下避险性减

持，等待市场下跌后再重新买入的策略风险非常大。 现在投

资者真正需要做的是分辨手中股票是否有实质性的风险，

长期的增长空间是否会受到大的挑战。 如果长期风险比较

低，那么疫情之下的波动则是一个买入的机会。

“不要基于莫名的恐慌卖出股票。下跌分成不会涨回的

和最终能涨回两种，疫情对市场的冲击是第二种。 ” 拾贝投

资胡建平表示，战胜疫情只是时间问题。

博时产业新趋势混合拟任基金经理蔡滨表示， 情绪面

因素对于短期股票市场的影响更大。 投资者宜理性应对，不

要盲目杀跌。 如果疫情导致市场非理性下跌，将带来更好的

加仓和入场机会。

中长期买点显现

从中长期来看， 基金经理普遍将这次疫情影响下的市

场波动当作一个获得便宜筹码的机会。

银华中小盘基金经理李晓星指出， 可能有些投资人出

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会进行一些仓位调整，A股将出现震荡。

但在多方努力下，疫情可得到缓解和控制。 疫情带给经济的

冲击只是一次性和阶段性的， 近期市场下跌将给很多优质

公司带来长期的买点。

泓德基金投研总监王克玉表示，A股短期波动不可避免，

但从一个季度到一年的角度来看，短期事件影响将是一个较

好的买入时机。 由于过去两三年许多行业龙头企业的竞争力

持续提升，二季度以后，在企业整体经营活动恢复正常的情

况下，其后期盈利能力的恢复和提升的确定性也非常高。

中邮新思路基金经理国晓雯预计， 这次市场调整将提

供一个以更便宜价格买到好公司的窗口。 行业方面，短期看

好科技、医药、新能源汽车、高端智能制造、光伏等。

北信瑞丰基金也表示，短期市场回调是加仓优质资产的

绝佳时点。 从经济增长动力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正处在从追

求高速度发展向追求高效率、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追求经

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在这样的目标驱动下，新科技、新基建等

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是长期的投资价值所在。

� 鼠年第一个交易日， 上证指数跌

7.72%，深证成指跌8.45%，创业板指

跌6.85%， 两市近3200只股票跌停。

大跌之下， 北向资金和ETF机构资金

却逆市进场。 对此，多位知名基金经理

认为， 疫情可能只是造成季度间波动，

本轮调整或是中长期较好买点，后期反

弹大概率将快速完成，避险减持再重新

买入风险大。 此时，景气向上公司和优

质企业是加仓方向。

两百亿资金抄底 机构认为买点来临

□本报记者 李惠敏 林荣华

外资重申长期看好A股

认为优质消费股仍可持有

□本报记者 吴娟娟

2月3日，上证综指收于2746.61点，下跌7.72%。 尽管

A股下跌， 但Wind数据显示， 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入

181.91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入136亿元。个股方面，中国

平安、贵州茅台、格力电器、宁德时代、洋河股份等个股净

流入幅度居前。

多家外资机构重申长期看好A股的观点。 部分外资

机构认为优质消费股仍可持有， 也有机构认为短期更看

好线上消费板块。

优质消费股受关注

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APS创始人兼投资总监王国辉

肯定了A股市场如期开市的举措， 他看好新经济相关个

股及部分消费股。他认为，尽管市场下跌，但贵州茅台、中

炬高新、格力电器这些公司依然可持有。 据了解，王国辉

深耕A股多年，在格力电器等优质个股上获利颇丰。

富达国际中国区股票投资主管、 基金经理周文群表

示，A股2月3日的表现在预料之中。 周文群认为，疫情虽

然对经济基本面和市场情绪有一定影响， 但政府为市场

注入了流动性，为市场提供了支撑。

周文群指出， 管理层推出的一系列满足中小企业融

资需求的举措对市场有积极影响， 但后续还需更多政策

跟进， 尤其是出台降税等措施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

业渡过难关。

周文群一直看好A股市场的消费升级主题。 她认为，

从长期来看，消费升级这一投资逻辑仍能成立，不过短期

消费可能从线下转到线上， 因此线上消费的很多领域，如

在线视频、在线游戏、在线教育等将获益。 从中期来看，周

文群认为中小型制造企业和工业自动化行业会获益。周文

群认为，疫情的影响是短期的，抄底错杀优质个股不会错。

加仓医药和保险板块

春节假期，1月24日上午、1月29日、1月30日、1月31

日A股休市期间， 港股开市交易， 部分外资机构进行调

仓，主要加仓了生物医药和保险股。如施罗德投资小幅加

仓了服饰公司李宁； 知名国际长线投资机构资本集团加

仓了康希诺生物、百济神州、友邦保险；1月24日，摩根大

通小幅加仓了药明康德。

此外，港交所信息披露网站披露易信息显示，富达国

际旗下的富达中国特殊机会投资信托1月24日清空了港

股餐饮公司国际天食———小南国等餐饮品牌母公司。 一

些机构预计，此次餐饮业受到的冲击较大。 不过，尽管受

到疫情冲击， 但3日港股A股中的餐饮股并非全部下跌，

如港股中餐饮股海底捞3日上涨0.83%。

分散投资

记者了解到， 尽管多数外资机构重申长期看好A股

的态度不会因疫情而改变，但部分外资机构表示，可等待

一段时间后再入场。 此外，也有外资机构表示2020年全

球市场不确定性凸显，市场高波动将是常态，投资者应该

分散投资。

Vanguard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王黔指出，新型

冠状病毒会在短期内影响经济，不过，考虑到中国政府或

将推出相应的扶持措施， 预计经济在下半年将有机会反

弹。 王黔建议投资者应明确自己投资的目的，持有多元化

投资组合，秉持长期眼光，不要受市场短期波动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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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北向资金净买入额居前的部分个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