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商预测A股四季度将现翘尾行情

□本报记者 胡雨

A股将迎来节后首个交易日。 尽管节前持续回调，但长假期间外围股市普涨

为投资者增添信心。

多家券商表示，短期外盘隐忧逐步消除，展望四季度，A股市场将拾级而上，

“翘尾”行情有望出现。 配置上，券商持续看好顺周期及科技主线。

外围市场整体上涨

长假期间海外市场并不平静。 消息面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

表示，拒绝了民主党的刺激方案，并命令其代表停止谈判，直到总统大选结束。 疫

情方面，欧洲主要国家的疫情确诊人数整体仍未出现明显好转。

中金公司策略分析师刘刚指出， 预计欧美经济整体上的修复态势仍将延续，

但将受到疫情反弹的拖累而阶段性趋缓。 在这一背景下，市场可能需要重新调整

预期，叠加美国大选临近的变数，欧美股市短期内或延续震荡格局。

从全球主流股指表现看，外围市场整体表现并不悲观。 Wind数据显示，10月

1日至7日，道指、标普500指数、纳指累计上涨1.88%、1.68%、1.76%；10月以来，日

经225指数、韩国综合指数分别累计上涨1.99%、2.75%。

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指出， 国庆长假期间全球主要市场整体上

涨， 短期外盘隐忧逐步消除。 展望四季度，A股市场将拾级而上，“资金面+基本

面” 双轮驱动的市场上涨趋势未变。 鉴于人民币有望继续升值，预计外资将持续

流入。

以乐观态度看待后市

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果认为，应以乐观态度看待后续行情。 首先，长

假期间并未出现重大的风险事件，反而展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消费的巨大

潜能；其次，从历史上看，国庆节后五个交易日A股上涨的概率达到75%；再次，疫

情对当前欧洲经济实际负面影响可控，长假期间欧洲股市已经企稳回升，对A股

负面影响有限。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德伦指出，美国大选不确定性、美股高波动等外

部因素扰动仍将是10月A股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中国经济持续恢复

将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三季报业绩增长，“十四五” 规划相关产业方向有望迎来

投资机会。 待外部因素逐步消退、内部能量积蓄起来之后，A股有望重启升势。 中

长期看，A股和中国资产向好的趋势并未改变。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康崇利认为，经济基本面、流动性及企业盈利均支撑

A股市场10月企稳回升。 长假期间外围市场经历了短期波动后有所企稳，风险偏

好修复利好A股流动性。 尽管海外扰动依旧是当前市场主要的不确定性，但在多

重利好的支撑下，待外部不确定性逐步消退，A股四季度翘尾行情有望出现。

国盛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启尧认为，短期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仍然存在

不确定因素，市场或震荡调整。 对于A股而言，外部风险对于A股市场的影响将钝

化，建议保持多头思维，利用调整机会配置优质资产。

关注顺周期和科技板块

对于10月A股配置方向，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显顺建议，首选科

技和可选消费板块。 随着市场风险偏好抬升以及盈利释放，科技股有望走出独立

行情。 另外，在边际修复的消费倾向、扭转上行的利率预期、风险偏好的抬升等利

好因素刺激下，可选消费板块将现投资良机。 细分赛道方面，推荐新能源及新能

源汽车、消费电子（苹果产业链）、酒店、家具、航空板块。

开源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牟一凌认为，在经济复苏背景下，周期价值股股价

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盈利改善。 后市建议投资者调整结构而非仓位，推荐两条布

局思路：一是配置化工、造纸、工程机械、建材、汽车板块；二是从绝对收益与防守

角度，考虑银行、房地产、保险、煤炭板块。

康崇利建议，可均衡配置顺周期与科技双主线。 顺周期方面，把握补库存、经

济复苏的主线；科技板块值得中长期关注，在外部扰动平息后等待机会。 此外，可

关注三季报业绩明显好转的部分品种。

A股将迎来节后首个交易日。

尽管节前持续回调， 但长假期间外

围股市普涨为投资者增添信心。

多家券商表示， 短期外盘隐忧

逐步消除，展望四季度，A股市场将

拾级而上，“翘尾” 行情有望出现。

配置上， 券商持续看好顺周期及科

技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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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潘梅：

加强主动资产负债管理 反哺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 齐金钊

“商业银行过去高成本、高收益的业务发展

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改革迫在眉睫。”日前，平安

银行资产负债总监兼总行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

理潘梅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平

安银行正致力于打造一套更为主动、 敏捷的资

产负债管理模式，通过重塑资产负债表，主动降

低付息负债成本， 为让利实体拓展更多下降空

间，全面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

全面升级新三年战略

过去三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换挡为高

质量增长，经济动能开始不断转换。 今年以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经济增长波动继

续加大，信用风险迅速上升。在这种情形下，潘

梅认为，与过去强调规模效应不同，新竞争环

境下的商业银行应加强主动性的资产负债管

理，在量、价、险三者之间做好协调平衡。

“降低银行负债水平不仅是竞争优势的

问题，更关系到未来银行的生死存亡。 ” 谈及

资产负债转型中存在的挑战，潘梅认为，目前，

与资产端利率下行趋势相比，商业银行负债成

本仍处于高位，银行负债成本过高逐渐成为制

约银行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的阻力。

记者了解到， 为积极应对上述挑战，从

2020年起，平安银行全面升级了新三年战略。

“以支持实体经济为核心导向，冲破传统经营

模式，主动重塑资产负债经营，走低成本、低风

险、稳收益的长效稳健发展之路。 ”潘梅介绍，

为了实现重塑资产负债表的目的，平安银行董

事长谢永林提出打造数字银行、 生态银行、平

台银行， 平安银行各业务条线已围绕科技赋

能、生态赋能、渠道赋能，制定了一系列策略和

实施方案。 在新三年战略引领下，平安银行策

略、打法都将紧紧围绕降低负债成本展开。

具体来看，零售业务上，平安银行将进一

步细化零售客户分层，围绕零售客户不同类型

的账户，配套更多的综合化产品服务及数据化

管理手段，实现零售活期存款及中收占比不断

提升，最终实现零售负债成本整体下降。

对公业务方面， 平安银行将围绕战略客

户、供应链金融客群及小微客群，依托对公保

证金、支付结算、财资管理、政府及各类投融资

账户，加快行业客群整合营销，并同步重建交

易银行的优势， 实现对公结算资金大量沉淀，

增强获客能力。

资金同业方面，平安银行着力打造金融市

场前中后一体化核心平台，围绕“交易驱动、

销售驱动、负债驱动” ，实现智慧交易、智慧销

售及智慧管理，做实投资、销售、托管、监管及

主动负债五大账户。

加速“输血”实体经济

“将负债成本管控工作提升至全行战略，积

极腾挪贷款利率下行空间， 使得我们在支持实体

经济过程中更加从容，更加有效。 ”潘梅介绍，为

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主动资产负债管理，优

化负债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平安银行通过股东大

会授权管理层方式， 对全行金融债发行规模实行

比例管理，以提高负债管理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潘梅表示，在上述模式下，平安银行可在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在存续期金融债余额

不超过总负债余额相应比例的限额内，灵活确

定每次金融债发行规模及发行时间。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今年5月下旬，

在500亿元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

发行计划获得监管核准后，平安银行立即启动

了首期300亿元小微专项债发行准备工作，精

准把握了市场利率上行前的发行时机，成功地

在市场利率大幅上行前完成首期小微债发行

工作，最终发行价格2.3%，大幅拉低平安银行

历史最低发行价格近150个基点。

随着负债成本的降低，平安银行金融“反

哺”实体经济的抓手更加牢固。 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6月末， 该行累计投放单户授信1000万

（含）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1149亿元，新发放

小微贷款平均利率较年初已下降0.8个百分点。

新华保险

二次腾飞的“宁夏范本”

□本报记者 薛瑾

2020年是新华保险“二次腾飞” 目标的开局之

年。日前，记者来到新华保险宁夏分公司进行实地调

研， 看到了其在人才队伍培养和客户营销等方面形

成的“宁夏范本” 。 这一范本也成为“二次腾飞”目

标的代表性缩影之一。

不谈保险谈教育

“不谈保险谈教育” ，新华保险宁夏分公司总经

理张运旭告诉记者。一家保险公司，怎么和教育建立

起如此紧密的联系？这一问题的答案，还要从“宁夏

金融第一楼”说起。

“宁夏金融第一楼” ， 实际上是当地人给予位

于银川市兴庆区的新华保险大厦的称号。 这座大厦

层高近40层， 是塑造银川市天际线的建筑之一，也

是该地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大教室、阶梯教室、圆桌

会议厅、远程教育培训厅、网络直播间……在这个大

厦中占据了足足三层的位置，穿梭在这些教室之间，

仿佛置身现代化学校。

“我们把培训体系打造得更加完善一点， 让公

司队伍专业化程度加强的同时， 感受和分享经营成

果。 比如，我们的网络直播间，就是给总监、经理、讲

师提供一个平台，每当一款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具有

授权资格的讲师们可以实时给队伍讲解产品、 分享

经验。 ” 张运旭说。

这些工作日用作培训和分享经验的场所， 到了

周末就化身教育平台。据介绍，宁夏分公司打造的教

育平台有多种模式。一是名校学子面对面，即邀请名

校学子开展讲座、分享学习成长等经验。二是K12教

育， 邀请学科内各阶段名师授课， 满足素质教育的

“刚性需求” 。三是特色教育，包括专注力提升、大脑

开发、儿童心理等。四是专项教育，开展少儿英语、快

速阅读、思维导图等专题课程。

“这样可以让客户非常轻松地和业务员接触、

沟通，这是我们现在运作的最大一个项目。 ” 张运旭

说，“学霸们的分享讲座，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听。”

业务增长 队伍先行

重视队伍建设和培训， 可以让优质人才沉淀下

来。教育平台等活动的开展，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将公

众的关注度转化为品牌实力和影响力， 从而进一步

转化为保费增长。

根据当地保险行业协会最新数据统计， 截至今

年7月末， 新华保险宁夏分公司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20%，并列市场第二，较去年同期增长3个百分点。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新华保险宁夏分公司积

极响应总公司疫情防控的各项政策措施， 在做好防

疫工作的大前提下，以“组织发展” 为核心，以“客

户经营” 为手段开展2020年各项工作，继续走高质

量发展之路。

截至目前， 宁夏分公司个险渠道在册人力

11000余人，个险新单保费达成率近90%，系统排名

第二，银代渠道提前达成全年任务目标，市场份额和

新单保费均居当地市场前列，为公司的“二次腾飞”

注入动力。

事实上，“业务增长，队伍先行” 早就写在新华

保险的经营策略中。今年半年报显示，新华保险积极

开展线上线下双向增员，通过强化销售培训、实施疫

情补贴、调整考核政策等方式，实现队伍规模稳中有

升。 在2019年年报中，新华保险总裁李全也指出，公

司修订营销员基本法，新人留存情况得到大幅改善，

为2020年业务增长夯实了人力基础。

在2020年半年度业绩发布会上，新华保险副总

裁李源介绍，新华保险将通过制度营销、氛围营销、

活动营销和责任营销四个方面来提升代理人的质

量，提升业务员的产能。 公司还将加强培训，对代理

人队伍进行管理、培训，加大财务投入，进一步夯实

代理人队伍。

外围市场整体上涨

长假期间海外市场并不平静。 消息面

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表示，

拒绝了民主党的刺激方案，并命令其代表停

止谈判，直到总统大选结束。 疫情方面，欧洲

主要国家的疫情确诊人数整体仍未出现明

显好转。

中金公司策略分析师刘刚指出， 预计欧

美经济整体上的修复态势仍将延续， 但将受

到疫情反弹的拖累而阶段性趋缓。 在这一背

景下，市场可能需要重新调整预期，叠加美国

大选临近的变数， 欧美股市短期内或延续震

荡格局。

从全球主流股指表现看， 外围市场整体

表现并不悲观。 Wind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

日，道指、标普500指数、纳指累计上涨1.88%、

1.68%、1.76%；10月以来，日经225指数、韩国

综合指数分别累计上涨1.99%、2.75%。

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指出，

国庆长假期间全球主要市场整体上涨， 短期

外盘隐忧逐步消除。展望四季度，A股市场将

拾级而上，“资金面+基本面” 双轮驱动的市

场上涨趋势未变。鉴于人民币有望继续升值，

预计外资将持续流入。

以乐观态度看待后市

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果认为，应

以乐观态度看待后续行情。首先，长假期间并

未出现重大的风险事件， 反而展现出中国经

济的强大韧性、消费的巨大潜能；其次，从历

史上看， 国庆节后五个交易日A股上涨的概

率达到75%；再次，疫情对当前欧洲经济实际

负面影响可控， 长假期间欧洲股市已经企稳

回升，对A股负面影响有限。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德伦指出，

美国大选不确定性、 美股高波动等外部因素

扰动仍将是10月A股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的

重要来源。 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将有利于推动

上市公司三季报业绩增长，“十四五”规划相

关产业方向有望迎来投资机会。 待外部因素

逐步消退、内部能量积蓄起来之后，A股有望

重启升势。中长期看，A股和中国资产向好的

趋势并未改变。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康崇利认为，经

济基本面、 流动性及企业盈利均支撑A股市

场10月企稳回升。 长假期间外围市场经历了

短期波动后有所企稳， 风险偏好修复利好A

股流动性。 尽管海外扰动依旧是当前市场主

要的不确定性，但在多重利好的支撑下，待外

部不确定性逐步消退，A股四季度翘尾行情

有望出现。

国盛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启尧认为，

短期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仍然存在不确定

因素，市场或震荡调整。 对于A股而言，外部

风险对于A股市场的影响将钝化， 建议保持

多头思维，利用调整机会配置优质资产。

关注顺周期和科技板块

对于10月A股配置方向，国泰君安证

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显顺建议，首选科技

和可选消费板块。 随着市场风险偏好抬升

以及盈利释放，科技股有望走出独立行情。

另外，在边际修复的消费倾向、扭转上行的

利率预期、 风险偏好的抬升等利好因素刺

激下，可选消费板块将现投资良机。 细分

赛道方面， 推荐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消

费电子（苹果产业链）、酒店、家具、航空

板块。

开源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牟一凌认为，

在经济复苏背景下， 周期价值股股价将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盈利改善。 后市建议投资者调

整结构而非仓位，推荐两条布局思路：一是配

置化工、造纸、工程机械、建材、汽车板块；二

是从绝对收益与防守角度， 考虑银行、 房地

产、保险、煤炭板块。

康崇利建议， 可均衡配置顺周期与科技

双主线。 顺周期方面，把握补库存、经济复苏

的主线；科技板块值得中长期关注，在外部扰

动平息后等待机会。此外，可关注三季报业绩

明显好转的部分品种。

券商预测A股四季度将现翘尾行情

□本报记者 胡雨

前三季度涨幅较高的申万一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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