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基金神爱前： 回归本源 布局业

绩驱动成长行情

本报记者 余世鹏

投资书籍林林总总，对投资理念的讲

述也颇为详细。但要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

投资方法，十年如一日的投资实践，往往

是不可缺少的。如平安策略先锋混合基金

的基金经理神爱前在专访中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所说， 十多年的投研之路是寂寞

的，既积累了大量行业经验，也伴随着不

少失败感悟。 回头一看才明白，要做好投

资、不负内心的责任与安静，关键在于回

归本源， 关注行业发展和公司业绩增长，

在纷繁复杂的市场噪声中坚持自己的预

见性，但又不能走极端之路。个中精妙，非

热爱不能抵达，非纯粹不能成就。

打磨能力圈

2008年硕士毕业后， 神爱前就进入

了金融圈从事投研工作。谈及这段长达13

年的投研经历时，神爱前将之分为三个阶

段。

第一阶段是2011年至2016年。 神爱

前在这个阶段专注于行业研究，研究视野

主要聚焦在偏成长性行业， 如装饰园林、

互联网、传媒等领域。正是在这个阶段，神

爱前为日后专攻成长赛道的能力圈，打下

了坚实基础。

在2016年7月到2018年的第二阶段，

神爱前已开始担任基金经理，并以“做加

法” 的方式持续打磨着自己的能力圈，围

绕着白马消费等核心资产，进行着初期的

投资探索。他直言，这个阶段的投资实践，

给他带来了大量的行业经验，但也伴随着

不少失败感悟。 在全面梳理和总结基础

上， 神爱前最终明确了自身的投资边界：

以成长为主要方向，在大消费（含医药）、

科技、高端制造等主要行业中进行均衡配

置，在能力圈里做性价比。

基于这些基本盘， 神爱前在2019年

之后，迎来了自己的投资成熟阶段。 他直

言，基于前两个阶段的积累，他在这个阶

段基本能实现融汇贯通，能力圈逐渐成形

并趋于稳固。 随着投资赚钱效应持续凸

显，他的投资之路也渐入佳境。

数据显示，目前神爱前管理的两只全

市场基金， 近三年来的收益率均在200%

以上，赚钱效应较为突出。比如，神爱前自

2016年7月19日起管理平安策略先锋混

合基金，截至2021年6月30日，该基金在

海通证券主动混合开放型基金灵活混合

型基金近三年排名中位居第一（1/112），

在银河证券偏股型基金近三年排名中也

位列第一（1/110），在晨星中国标准混合

型基金近三年排名第一（1/69）。

实际上， 从行业研究到基金经理，从

此前的做加法到如今的知止而后得，神爱

前在投资思想上实现了删繁就简的转变。

“股票投资有各种策略，市场有各种

信息和噪音，核心在于回归本源，聚焦企

业的业绩成长。 所有与业绩无关的因素，

只能给投资带来扰动影响，并不能决定投

资的成败。 ” 神爱前说到，在日常交易中，

市场对股票会存在很多分类， 比如大票、

小票、成长股、价值股等，但实际上决定股

价涨跌的，拉长时间看只有个股的业绩成

长情况，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都是市场表

象。 并且，A股所谓的风格转换、 利率环

境、风险偏好等因素，也是给投资带来干

扰的现象因素，并不是决定股价的本质因

素。 看清楚这些之后，投资基本就只剩下

一件事情，那就是回归本源，关注行业发

展和公司业绩增长。

神爱前分析指出，个股的业绩增长具

有周期性，但选股要侧重于业绩增长的持

续性。 比如要顺应产业趋势，重视三至五

年维度的业绩增长，淡化一年之内的短期

景气度波动。 但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

为人无时无刻不活在每个具体的“过程”

当中，需要在纷繁复杂的市场噪声中坚持

自己的预见性，但又不能走极端之路。 所

以，投资行为在大部分时候是寂寞的。

“我只想做一名纯粹的投资人，不追

排名，不求规模，不看重薪酬奖金，只希望

能持续地专注于投资的本源，与持有人共

担风险与收益，不负信任，不负内心的责

任与安静。 ” 神爱前如是说。

三维度构建选股体系

优秀业绩的背后，是神爱前基于价值

理念对选股框架的持续打磨。

神爱前告诉记者，他的个股选择主要

是基于产业趋势、竞争格局、商业模式这

三个因素， 在此基础上再结合企业成长

性、发展持续性和稳定性等指标做出投资

决策。

神爱前在衡量产业趋势方面，会从产

业发展逻辑出发，考察产业发展的生命周

期，并根据所处的周期阶段对行业发展空

间和行业景气度做出判断。 他认为，能够

持续向上发展的产业，景气度起码要能看

到两至三年维度以上； 竞争格局方面，神

爱前会从公司自身的竞争优势入手，考虑

行业地位、技术壁垒、市场占有率等方面，

来判断竞争优势的强度和持续性。他还会

考察公司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所在

上下游、供应链厂商等情况；商业模式方

面，神爱前则从公司的产业链利益分配入

手，考察公司的盈利来源，以判断这是否

是一门好生意， 其中涵盖到品牌效应、渠

道优势、规模成本优势、客户依赖度等多

个维度。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趋势、竞争格局、

商业模式这三个因素虽然是神爱前选股

框架的核心，但在他看来，这三个因素的

重要性排序，应随着行业发展周期不同而

有所改变。

神爱前具体指出，在一个高速增长的

新兴行业中选股，产业趋势因素应排在首

位，聚焦高景气度产业之后，再进一步考

量公司的竞争格局和商业模式；在行业格

局经过初期发展后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平

稳格局时，选股首先应看中公司的竞争格

局。 具备优秀竞争格局的公司，只要未来

可预期的发展趋势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其

仍能凭借现有的竞争格局和商业模式，持

续创造增量价值；但在一个长期平稳发展

甚至出现停滞迹象的行业中选股，个股的

商业模式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一个饱

和甚至过剩的行业中，基本缺乏增量市场

和新进入者， 但本来身处其中的龙头公

司，可凭借优异的商业模式进一步整合资

源，巩固并强化自身的竞争格局，利用马

太效应脱颖而出，贡献出源源不断的稳定

现金流。

此外，神爱前表示，趋势投资的稳健

操作， 除了在能力圈里做性价比比较之

外，还要在风险控制上下足功夫。

神爱前指出，风险控制首先要区分系

统性风险和扰动因素。 系统性风险有两

种，分别是系统性上涨导致的泡沫风险和

经济、社会重大问题导致的系统性下跌风

险。他认为，市场时刻处于波动之中，波动

并不意味着有风险。 从本质上讲，波动是

投资者市场认知分歧的折射，有分歧就有

定价高低，才有流动性和市场交易，个股

的价值才能在充分询价中得以显现。 相

反，如果投资者的认知过于一致，市场的

波动就会减小， 行情往往会走向极致，也

意味着多空力量严重失衡。这种情况一旦

反转，往往会导致股价崩塌等重大风险。

业绩将成行情助推器

在市场行情分析上， 神爱前指出，过

去几年流动性驱动的估值扩张行情大概

率结束， 市场行情在逐渐向业绩驱动转

换。 近段时间市场的结构分化较为明显，

这是对过往极端行情的一种修正。“下半

年对极端风格的修正可能会继续，在这种

修正进行到一定程度后，整个市场的估值

将达到平衡状态。 未来将不依靠估值扩

张，还是业绩为王。 ”

神爱前分析指出，过去几年以大消费

为核心的趋势性结构行情，80%左右的涨

幅是来自估值扩张，在这过程中市场估值

进行了系统性重估。 但是，今年以来流动

性难以再加码，并且历经连续几年的估值

扩张后，市场估值也到了难以继续扩张的

位置。 所以，在估值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下

滑的情形下，业绩就成了非常关键的行情

因素，业绩驱动将会成为今年行情的重要

助推特征。

以未来一两年维度看，神爱前表示依

然会聚焦成长板块，在大消费（含医药）、

科技、高端制造等主要赛道中进行均衡配

置，基于产业趋势、竞争格局、商业模式三

大因子在能力圈里做性价比选择，看好以

下六大细分赛道投资机会：

一是电子行业。 在基础元器件方面，

有望受益于电动化、智能化、物联网创新

周期驱动；消费电子方面将进入产品创新

周期，VR/AR等新产品的推出，将带来不

错的新机会；半导体方面，则有望进入一

段较长时间的景气上行周期。

二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的渗透

率从当前的10%， 到未来的80%以上，中

长期具有较大的空间。尽管部分标的估值

较贵、市场短期情绪过热，有可能导致标

的的短期波动。 拉长时间来看，产业链增

长预期较高，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环节在长

景气周期中容易出现戴维斯双击的机会。

三是光伏板块。 从供给端看，产业链

上下游可能存在短期供需失衡的状况，导

致了光伏出现短周期波动； 但从需求端

看，光伏可能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呈现出增

长的趋势，具有不错的投资机会。

四是汽车产业链。在汽车智能化浪潮

下， 行业蕴含了许多零部件领域的机会。

同时，国产车具备创新灵活的特点，有可

能会带来一批产业链的相关机会。

五是消费行业。当前市场对消费板块

的投资热情有所下降，但板块中的个别个

股，依然具备超额收益机会。其中，白酒处

于价格周期的后期， 未来要赚业绩的钱，

投资收益率预期要降低， 适合中长期、稳

健的投资需求； 在非酒类的食品饮料行

业，容易挖掘细分赛道的成长机会。

六是医药板块。医药行业在下半年可

能处于震荡状态，可关注结构性的个股机

会；拉长时间来看，政策将引导市场资源

聚焦在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与产品，而这些

企业将获得较好的审批环节或医保谈判

环境，具有较好的成长前景。

简历

神爱前，厦门大学财政学硕士；曾任

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行业研究员、民生证

券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第一创业证券资产

管理部高级研究员；2014年12月加入平

安基金，任投资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现担

任平安策略先锋混合基金等产品的基金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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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度构建选股体系

优秀业绩的背后，是神爱前基于

价值理念对选股框架的持续打磨。

神爱前告诉记者，他的个股选择

主要是基于产业趋势、 竞争格局、商

业模式这三个因素，在此基础上再结

合企业成长性、发展持续性和稳定性

等指标做出投资决策。

神爱前在衡量产业趋势方面，会

从产业发展逻辑出发， 考察产业发展

的生命周期， 并根据所处的周期阶段

对行业发展空间和行业景气度做出判

断。 他认为， 能够持续向上发展的产

业， 景气度起码要能看到两至三年维

度以上；竞争格局方面，神爱前会从公

司自身的竞争优势入手， 考虑行业地

位、技术壁垒、市场占有率等方面，来

判断竞争优势的强度和持续性。 他还

会考察公司竞争对手的情况， 以及公

司所在上下游、供应链厂商等情况；商

业模式方面， 神爱前则从公司的产业

链利益分配入手， 考察公司的盈利来

源，以判断这是否是一门好生意，其中

涵盖到品牌效应、渠道优势、规模成本

优势、客户依赖度等多个维度。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趋势、竞争

格局、商业模式这三个因素虽然是神

爱前选股框架的核心，但这三个因素

的重要性排序，应随着行业发展周期

不同而有所改变。

神爱前具体指出，在一个高速增

长的新兴行业中选股，产业趋势因素

应排在首位， 聚焦高景气度产业之

后，再进一步考量公司的竞争格局和

商业模式；在行业格局经过初期发展

后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平稳格局时，选

股首先应看重公司的竞争格局。具备

优秀竞争格局的公司，只要未来可预

期的发展趋势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其

仍能凭借现有的竞争格局和商业模

式，持续创造增量价值；但在一个长

期平稳发展甚至出现停滞迹象的行

业中选股，个股的商业模式分析就显

得尤为重要。在一个饱和甚至过剩的

行业中，基本缺乏增量市场和新进入

者， 但本来身处其中的龙头公司，可

凭借优异的商业模式进一步整合资

源， 巩固并强化自身的竞争格局，利

用马太效应脱颖而出，贡献出源源不

断的稳定现金流。

此外，神爱前表示，趋势投资的

稳健操作， 除了在能力圈里做性价

比比较之外， 还要在风险控制上下

足功夫。

神爱前指出，风险控制首先要区

分系统性风险和扰动因素。系统性风

险有两种，分别是系统性上涨导致的

泡沫风险和经济、社会重大问题导致

的系统性下跌风险。 他认为，市场时

刻处于波动之中，波动并不意味着有

风险。 从本质上讲，波动是投资者市

场认知分歧的折射，有分歧就有定价

高低，才有流动性和市场交易，个股

的价值才能在充分询价中得以显现。

相反， 如果投资者的认知过于一致，

市场的波动就会减小，行情往往会走

向极致， 也意味着多空力量严重失

衡。 这种情况一旦反转，往往会导致

股价崩塌等重大风险。

平安基金神爱前：

回归本源 布局业绩驱动成长行情

□本报记者 余世鹏

打磨能力圈

2008年硕士毕业后，神爱前就进入了金融圈从事投研工作。 谈及这段

长达13年的投研经历时，神爱前将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11年至2016年。神爱前在这个阶段专注于行业研究，研

究视野主要聚焦在偏成长性行业，如装饰园林、互联网、传媒等领域。 正是

在这个阶段，神爱前为日后专攻成长赛道的能力圈，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2016年7月到2018年的第二阶段， 神爱前已开始担任基金经理，并

以“做加法” 的方式持续打磨着自己的能力圈，围绕着白马消费等核心资

产，进行着初期的投资探索。 他直言，这个阶段的投资实践，给他带来了大

量的行业经验，但也伴随着不少失败感悟。 在全面梳理和总结基础上，神

爱前最终明确了自身的投资边界： 以成长为主要方向， 在大消费 （含医

药）、科技、高端制造等主要行业中进行均衡配置，在能力圈里做性价比。

基于这些基本盘， 神爱前在2019年之后， 迎来了自己的投资成熟阶

段。 他直言，基于前两个阶段的积累，他在这个阶段基本能实现融会贯通，

能力圈逐渐成形并趋于稳固。 随着投资赚钱效应持续凸显，他的投资之路

也渐入佳境。

数据显示，目前神爱前管理的两只全市场基金，近三年来的收益率均

在200%以上，赚钱效应较为突出。 比如，神爱前自2016年7月19日起管理

平安策略先锋混合基金，截至2021年6月30日，该基金在海通证券主动混

合开放型基金灵活混合型基金近三年排名中位居第一（1/112），在银河

证券偏股型基金近三年排名中也位列第一（1/110），在晨星中国标准混

合型基金近三年排名第一（1/69）。

实际上，从行业研究到基金经理，从此前的做加法到如今的知止而后

得，神爱前在投资思想上实现了删繁就简的转变。

“股票投资有各种策略，市场有各种信息和噪音，核心在于回归本源，

聚焦企业的业绩成长。 所有与业绩无关的因素， 只能给投资带来扰动影

响，并不能决定投资的成败。 ” 神爱前说道，在日常交易中，市场对股票会

存在很多分类，比如大票、小票、成长股、价值股等，但实际上决定股价涨

跌的，拉长时间看只有个股的业绩成长情况，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都是市

场表象。并且，A股所谓的风格转换、利率环境、风险偏好等因素，也是给投

资带来干扰的现象因素，并不是决定股价的本质因素。 看清楚这些之后，

投资基本就只剩下一件事情，那就是回归本源，关注行业发展和公司业绩

增长。

神爱前分析指出，个股的业绩增长具有周期性，但选股要侧重于业绩

增长的持续性。 比如要顺应产业趋势，重视三至五年维度的业绩增长，淡

化一年之内的短期景气度波动。 但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为人无时无刻

不活在每个具体的“过程” 当中，需要在纷繁复杂的市场噪声中坚持自己

的预见性，但又不能走极端之路。 所以，投资行为在大部分时候是寂寞的。

“我只想做一名纯粹的投资人，不追排名，不求规模，不看重薪酬奖

金，只希望能持续地专注于投资的本源，与持有人共担风险与收益，不负

信任，不负内心的责任与安静。 ” 神爱前如是说。

业绩将成行情助推器

在市场行情分析上， 神爱前指

出，过去几年流动性驱动的估值扩张

行情大概率结束，市场行情在逐渐向

业绩驱动转换。近段时间市场的结构

分化较为明显，这是对过往极端行情

的一种修正。“下半年对极端风格的

修正可能会继续，在这种修正进行到

一定程度后，整个市场的估值将达到

平衡状态。 未来将不依靠估值扩张，

还是业绩为王。 ”

神爱前分析指出，过去几年以大

消费为核心的趋势性结构行情，80%

左右的涨幅是来自估值扩张，在这过

程中市场估值进行了系统性重估。但

是， 今年以来流动性难以再加码，并

且历经连续几年的估值扩张后，市场

估值也到了难以继续扩张的位置。所

以，在估值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下滑的

情形下，业绩就成了非常关键的行情

因素，业绩驱动将会成为今年行情的

重要助推特征。

以未来一两年维度看，神爱前表

示依然会聚焦成长板块， 在大消费

（含医药）、科技、高端制造等主要赛

道中进行均衡配置， 基于产业趋势、

竞争格局、商业模式三大因子在能力

圈里做性价比选择，看好以下六大细

分赛道投资机会：

一是电子行业。在基础元器件方

面，有望受益于电动化、智能化、物联

网创新周期驱动；消费电子方面将进

入产品创新周期，VR/AR等新产品

的推出，将带来不错的新机会；半导

体方面，则有望进入一段较长时间的

景气度上行周期。

二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的

渗透率从当前的10%到未来的80%

以上，中长期具有较大的空间。 尽管

部分标的估值较贵、市场短期情绪过

热，有可能导致标的的短期波动。 拉

长时间来看， 产业链增长预期较高，

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环节在高景气周

期中容易出现戴维斯双击的机会。

三是光伏板块。 从供给端看，产

业链上下游可能存在短期供需失衡

的状况， 导致了光伏出现短周期波

动；但从需求端看，光伏可能会在未

来较长时间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具有

不错的投资机会。

四是汽车产业链。在汽车智能化

浪潮下，行业蕴含了许多零部件领域

的机会。 同时，国产车具备创新灵活

的特点，有可能会带来一批产业链的

相关机会。

五是消费行业。当前市场对消费

板块的投资热情有所下降，但板块中

的个别个股， 依然具备超额收益机

会。其中，白酒处于价格周期的后期，

未来要赚业绩的钱，投资收益率预期

要降低，适合中长期、稳健的投资需

求；在非酒类的食品饮料行业，容易

挖掘细分赛道的成长机会。

六是医药板块。医药行业在下半

年可能处于震荡状态，可关注结构性

的个股机会；拉长时间来看，政策将

引导市场资源聚焦在有创新能力的

企业与产品，而这些企业将获得较好

的审批环节或医保谈判环境，具有较

好的成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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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书籍林林总

总， 对投资理念的讲

述也颇为详细。 但要

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

投资方法， 十年如一

日的投资实践， 往往

是不可缺少的。 如平

安策略先锋混合基金

的基金经理神爱前在

专访中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所说， 十多年的

投研之路是寂寞的，

既积累了大量行业经

验， 也伴随着不少失

败感悟。 回头一看才

明白，要做好投资、不

负内心的责任与安

静， 关键在于回归本

源， 关注行业发展和

公司业绩增长， 在纷

繁复杂的市场噪声中

坚持自己的预见性，

但又不能走极端之

路。个中精妙，非热爱

不能抵达， 非纯粹不

能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