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盘成长股再出发 公募深挖投资良机

● 本报记者 张焕昀

近一个月以来，创业板指数反弹幅度一马

当先。 部分公募机构的投资视野，重新纳入中小市

值品种与次新股，试图挖掘一度被忽视的细分领域

投资机会。

中小盘成长股迎投资机遇

近期A股市场出现明显的风格转换， 连续上涨

的核心资产出现了回调，而沉寂一时的中小市值股

票集体上涨。 虽然近两年市场风格偏向大盘股，但

整体来看中小市值股票在数量上占据优势。 近期，

成长风格再度受到市场认可。 3月25日至4月28日，

创业板指数反弹约15%， 远远超过同期其余主流指

数的涨幅。

景顺长城景骊成长混合拟任基金经理李孟海

表示，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加速，一大批细分

行业的中小市值龙头企业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配

置价值突出。 在选股上，李孟海表示，重点关注处于

行业成长前期、 市场挖掘不充分和处于行业成长

期、估值合理以及行业和公司基本面出现拐点的公

司。

华南一位公募基金经理指出，从2020年下半年

开始，市场分化比较严重，“一九效应” 明显。 上涨

更多的是千亿级大公司， 中小市值股调整相对明

显。 整个市场机构化趋势不可逆，长期而言，大公司

或许存在一定估值溢价。 但一些中小市值与次新股

的机会值得关注，因为这是此前市场相对较忽视的

领域，存在很多没有被挖掘的投资机会。

对于中小市值公司的投资机会， 李孟海认为，

大盘股占优风格已经持续了近五年，而小盘股经历

较长时期的调整后， 基本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2021年春节后市场调整过程中， 核心资产走弱，市

场开始尝试新的风格，小盘股无论是从业绩还是整

体估值来看，均具有优势。

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魏凤春表示，近

期A股市场反弹，长期逻辑不变，应在结构挖掘上多

下功夫， 资金向中小市值品种迁徙的进程尚未完

结。

关注景气改善行业

魏凤春表示，此前机构配置处于低位，景气改

善且估值安全垫高的行业更值得关注，等待景气趋

势催化的电子制造、计算机、汽车零部件等行业也

可纳入观察池。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表示， 重点行业方面，一

是关注防御性较好，前期调整较多且基本面向好的

有色、化工、银行；二是关注高景气度行业，如疫苗、

半导体。 此外，临近传统假期，还可关注服务业，如

航空、酒店、餐饮等。

前海联合基金表示，智能制造战略推进背景下

科技研发创新投入有望持续加大，高端制造、信息

技术、5G应用如车联网、 半导体等领域有望进入左

侧布局期。 另外，有持续涨价能力的长期消费服务

及国产品牌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如医美、化妆

品、医疗服务、教育、中高端白酒等领域可穿越估值

周期，可在合理价位布局能够穿越经济波动的优秀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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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一季报“炸晕”基金圈

龙头股尬迎试金石

●本报记者 李岚君

4月27日晚，贵州茅台发布2021年第

一季度财报。 今年一季度，茅台实现营收

272.71亿元，同比增长11.74%；实现净利

润139.54亿元，同比增长6.57%。 一季报

的披露立即引发了投资圈的“震动” 。

有基金经理称， 其一季报业绩可以

用“失速” 两个字来形容。知名“茅粉” 、

东方港湾的但斌甚至在深夜发文称，在

行业整体普遍出色的业绩下， 贵州茅台

“出乎预料” 。 在微博上，网友更是评论

称，“这样的业绩支撑不了贵州茅台的

市值” 。

贵州茅台一季报低于预期， 引起了

诸多基金经理的警惕。 今年以来，多只基

金抱团的白马龙头股闪崩， 业绩不达预

期是核心因素， 有基金经理将一季报称

为龙头股走向的“分水岭” 。 “一季报业

绩可能会成为抱团股的试金石。” 一位基

金经理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茅台一季报不及预期

在一季报披露后， 但斌深夜发文直

指贵州茅台业绩表现不如预期。 他在文

中称：“在白酒行业整体普遍出色的业

绩下， 茅台一季度的业绩还是有点出乎

预料。 ”

28日早盘， 贵州茅台股价低开4%，

当天贵州茅台股价收于2042.00元，跌幅

为2.5%。

对于贵州茅台低于预期的业绩，上

海一位知名私募基金经理解释说， 造成

利润增长率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营业

税金比例同比提升， 税率没有变化而税

金占收入比例增加。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

差异， 是因为白酒企业的消费税在生产

端征收， 茅台酒厂发货到销售公司就会

缴纳消费税， 而销售公司发货到经销商

和终端才会确认收入， 也就是说一季度

销售公司在控制发货。 从全年来看，季度

间税金比例的变化不会对全年利润率水

平产生大的影响， 更不会影响长期利润

率水平。 剔除税率影响，贵州茅台一季度

实际利润增长18%。

贵州茅台一季报披露，公募基金“一

哥” 张坤执掌的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持股432万股， 持股比例

0.34%，成为贵州茅台第九大股东。 中国

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该基金一季报显示，

其持有贵州茅台股数较去年年末增加

32.29%，贵州茅台为基金第三大重仓股，

占该基金净值比为9.86%。

截至一季度末， 有1786只基金重仓

持有贵州茅台，合计持有9105万股。易方

达、汇添富、华夏是持有贵州茅台最多的

三家基金公司， 持仓市值分别为271亿

元、162亿元、146亿元。

龙头股的“试金石”

贵州茅台业绩不如预期引发投资圈

震动。 在基金经理眼里，这会成为引发

新一轮白马股下跌的导火索，还是龙头

股历经一季度调整后出现分化行情的

开始？

大道兴业投资基金经理黄华艳表

示，贵州茅台遭遇部分机构用脚投票，但

那些坚定看好的基金经理依然持有，再

一次引发了市场对龙头股走向的猜测。

龙头股后市势必出现分化。

上海一公募基金人士称：“估值提升

并非今年的市场主线， 流动性边际收紧

确定性较大， 所谓的核心资产中有不少

优秀公司，但估值不会无休止扩张，就像

树不会长到天上去一样。 ”

某公募基金基金经理认为：“抱团

现象的出现，是机构普遍对某些个股基

本面、行业景气度的共识和一致性预期

下的结果， 贵州茅台的业绩不及预期，

或仅是机构对白酒行业中个股精挑细选

的开始。 去年打包买入持有在当下或不

是好的选择，最新的走势也印证了这一

点，部分年报及一季度业绩超预期的白

酒股仍获得了较大涨幅。 一季报业绩会

成为抱团股的试金石，后续或呈现分化

走势。 ”

估值模型迎变量

对于部分龙头股“闪崩” ，某基金经

理直言：“今年一季度部分白马股在业绩

披露后股价巨震。 从投资角度看， 虽然

‘闪崩’ 都有业绩不达预期这个共同理

由， 但每家公司业绩不达预期的因素不

同。 从投资上来说，最核心的是判断低于

预期的因素是短期行为还是持续性行

为， 是否需要调整原先估值模型中的核

心假设。 ”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资金快速向头

部基金集中，百亿甚至千亿级基金经理

在投资时， 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更加复

杂，尤其是在估值模型的因子上，每一

个变量的出现都可能引发他们的持仓

调整，进而引发重仓股大幅波动。此前，

有一些知名基金的基金经理重仓股持

续承压，其背后就是这种变量不断出现

的结果。

业内人士认为， 在当前宏观经济形

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预期之外的变量

层出不穷， 这意味着龙头股分化将进一

步加剧，一些确定性更高的龙头股，可能

成为头部基金进一步加仓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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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新能源车板块

估值不低但合理

●本报记者 余世鹏

2020年风光无限的新能源车板块在2021年一季度

遭遇调整，近期该板块呈现小幅攀升态势，相关主题基金

净值也“水涨船高” 。 部分基金经理认为，新能源车板块

当前估值已处于合理水平。 一些龙头股票今年估值可能

是三、四十倍，到明年可能就在二十倍以下，因为业绩增

速很快，且确定性强。

高景气度延续

创金合信新能源汽车主题股票基金的基金经理曹春

林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2020年新能源车板块短期涨

幅太大，静态估值较高，所以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调整。 但

新能源车是高成长性行业，是时间的好朋友，更多是以高

成长来消化估值。

“一季度以来， 新能源汽车行业延续了自去年第四

季度以来的高景气度，产业链龙头均处于满产状态。除了

中国、欧洲外，美国市场的新能源车产业链也开始出现高

速增长态势。未来，新能源车行业发展有望由政策驱动转

变为技术驱动和产品驱动， 预计未来几年新能源汽车行

业是新兴产业中增速最快的行业之一。 ”曹春林说。

国泰基金表示，随着国内补贴政策的落地，下半年

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预期会有较好的恢复基础；预期欧

美市场未来半年行业产销量会环比恢复。 从中长期来

看， 疫情只是短期打断了产销两端正常的经营情况，但

不改中长期产业发展的大方向。 “我们认为未来汽车行

业的发展一定会沿着环保化和互联网化的路径迈进。 中

国作为汽车制造和消费大国，将诞生一批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企业。 ”

多重利好加持

新能源车板块近期反弹， 是由于消息面和高增长预

期两大因素提振。

平安基金ETF指数投资部总监成钧指出， 近日的上

海车展是今年全球第一个如期举办的A级车展， 出现了

华为和北汽新能源联合发布的Huawei� inside智能豪华

纯电汽车———阿尔法S （华为HI版）， 引发市场极大关

注。此外，近期全球决策者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碳中和是国际共识，这使得新能源产业发展

趋势更加清晰。

曹春林认为，百度、小米等进入新能源车领域，将加

快行业智能化进程，提升中国车企在汽车电子、智能化方

面的水平。 “短期的意义在于汽车行业电动化方向更加

确定。从长期看，无人驾驶等新技术对新能源车行业价值

有很大的提升， 长期看好新能源车相关产业链的投资机

会。 ”曹春林说。

平安基金的权益基金经理薛冀颖表示，中长期来看，

新能源车是景气度很高的方向，行业成长性比较确定，空

间也比较大。 首先，各国政府大力扶持新能源车产业，但

目前电动车的渗透率比较低，只有5%左右，到2025年预

计能达到15%-20%，行业需求存在数倍增长空间。 经过

几年充分竞争后， 目前新能源车不少细分领域的竞争格

局已基本确定， 各个赛道的头部优秀企业未来有望充分

享受行业增长红利。

投资应着眼长期

针对估值问题，曹春林指出，新能源车当前估值已处

于合理状态，投资者应着眼长期，结合行业发展增速动态

评估估值水平。“新能源汽车行业未来更多挣的是‘业绩

增长的钱’ ，而不是‘估值抬升的钱’ 。 行业已经进入成

长期，很多公司的业绩开始兑现了。 ”

“6月份之后，市场开始预测2022年的估值。 结合业

绩增长预期来看，估值会变得较便宜。预计一些龙头股票

今年可能是三、四十倍左右的估值，到明年可能就在二十

倍以下。 因为企业业绩增速很快，且确定性强。 ”曹春林

表示。

工银新能源汽车混合基金经理闫思倩则认为， 新能

源车板块今年一季度估值有所消化， 在没有利空且基本

面存在超预期因素的情况下，行业估值很难非常便宜，未

来几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预计将从当前的不足10%提升

到30%或以上。

曹春林以电芯和电池赛道为例说， 当前电芯一线龙

头的估值大约在60-70倍左右， 电池材料龙头估值则在

30-50倍之间。 从绝对估值角度看， 这个水平不算特别

低，但已处于合理状态。 “结合行业业绩增速预期来看，

如果能维持五至十年的高速增长， 当前这个估值水平其

实并不高。 ”

首次就单一市场发布主题指数系列

MSCI推出20只中国主题指数

●本报记者 吴娟娟

4月28日，全球知名投资决策支持工具

与服务提供商MSCI宣布，推出20只中国主

题指数。 MSCI信息显示，20只中国主题指

数中，10只为中国A股在岸指数，10只为包

含海外上市中国公司的中国全股票指数。

MSCI表示，推出上述指数是为了回应

客户需求，这些指数覆盖颠覆性科技、未来

出行、机器人等领域，旨在帮助全球投资者

捕捉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机遇。

“单一市场”的新手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MSCI首次就单一

市场推出主题指数系列。

MSCI亚太区指数产品主管 Doug�

Walls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指数的推出，主要是由于MSCI看到了全球

投资者投资中国的兴致显著增加。在指数设

计方面，这些指数试图捕捉中国在变革性技

术、社会与生活方式及环境和资源这三大趋

势上的发展机遇。

MSCI亚太区研究部主管魏震表示，该

中国主题指数系列强调前瞻性，同时试图捕

捉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机遇。他解释

说， 中国正在进行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

换，过去的经济增长强调“量” ，未来则更重

视“质” 。这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例如，消费

的作用将得以提升，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

驱动力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

魏震认为， 以下五个方面的变化尤其

值得重视。 第一是社会变化。 过去，中国社

会发展重点是消除贫困， 增加家庭平均收

入。 未来40年， 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性凸

显。 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增加，生活方

式转变将带来广泛的消费、 服务等方面的

投资机遇。

第二，劳动力人口特征变化。 过去中国

经济发展由低成本的劳动力驱动，未来中国

经济发展重点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

并发挥科技创新的优势。 同时，随着人口老

龄化进程深入，服务银发一族也将带来重要

的投资机遇。

第三，过去中国家庭的主要目标是累积

财富，未来，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将成为居

民关注焦点。 家庭财富规划、资产配置方面

蕴含重要投资机遇。

第四，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

升。直接融资将逐渐取代银行主导的间接融

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第五， 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倚重于高效

率、清洁能源及可持续增长。

上述五大变化主导了指数的研发思路。

“MSCI推出中国指数系列是回应客户

需求。我们希望为有意投资中国资产的客户

提供投资解决方案。客户无论是希望建立聚

焦中国的投资组合，还是希望调整现有投资

组合当中的中国投资敞口，这些指数都可作

为参照。 ”他表示。

中国市场“最受关注”

魏震认为，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中国

市场目前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从资产

配置的角度， 部分资产所有者希望了解如

何布局中国市场。 中国经济体量如此之大，

并且在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政策， 全球投资

者很难忽视这一市场。 有的投资者已经率

先出手。 例如，东南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的

部分投资者在布局中国市场方面行动较迅

速。 欧美地区的资产所有者，例如大学捐赠

基金行动相对灵活， 有一部分也已布局中

国市场。

魏震表示，2020年全球投资者持续增

配A股。 目前A股市值约5%为外资持有，与

3-4年之前的不到2%相比，显著提升。 另一

个值得重视的因素是，过去三年，尽管外资

持续增加中国资产配置，但全球投资者整体

依然“低配中国” 。

部分投资者认为，中国作为散户驱动的

市场更适合主动投资者。 针对这一看法，

Doug� Walls表示，MSCI研发的中国系列

指数提供了解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视

角和捕捉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机遇的工具。投

资者可用不同方法来使用。被动投资者可开

发指数产品跟踪指数，主动投资者可将这些

指数作为业绩基准来使用。

中小盘成长股迎投资机遇

近期A股市场出现明显的风格转换，

连续上涨的核心资产出现了回调， 而沉寂

一时的中小市值股票集体上涨。 虽然近两

年市场风格偏向大盘股，但整体来看，中小

市值股票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近期，成长风

格再度受到市场认可。 3月25日至4月28

日，创业板指数反弹约15%，远远超过同期

其余主流指数的涨幅。

景顺长城景骊成长混合拟任基金经理

李孟海表示， 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加

速， 一大批细分行业的中小市值龙头企业

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配置价值突出。在选

股上，李孟海表示，重点关注处于行业成长

前期、市场挖掘不充分和处于行业成长期、

估值合理以及行业和公司基本面出现拐点

的公司。

华南一位公募基金经理指出，从2020

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分化比较严重，“一九

效应”明显。 上涨更多的是千亿级大公司，

中小市值股调整相对明显。 整个市场机构

化趋势不可逆，长期而言，大公司或许存在

一定估值溢价。 但一些中小市值与次新股

的机会值得关注， 因为这是此前市场相对

较忽视的领域， 存在很多没有被挖掘的投

资机会。

对于中小市值公司的投资机会， 李孟

海认为， 大盘股占优风格已经持续了近五

年，而小盘股经历较长时期的调整后，基本

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2021年春节后市

场调整过程中，核心资产走弱，市场开始尝

试新的风格， 小盘股无论是从业绩还是整

体估值来看，均具有优势。

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魏凤春

表示，近期A股市场反弹，长期逻辑不变，

应在结构挖掘上多下功夫， 资金向中小市

值品种迁徙的进程尚未完结。

关注景气改善行业

魏凤春表示，此前机构配置处于低位，

景气改善且估值安全垫高的行业更值得关

注， 等待景气趋势催化的电子制造、 计算

机、汽车零部件等行业也可纳入观察池。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表示， 重点行业

方面，一是关注防御性较好，前期调整较多

且基本面向好的有色、化工、银行；二是关

注高景气度行业，如疫苗、半导体。此外，临

近传统假期，还可关注服务业，如航空、酒

店、餐饮等。

前海联合基金表示， 智能制造战略推

进背景下科技研发创新投入有望持续加

大， 高端制造、 信息技术、5G应用如车联

网、半导体等领域有望进入左侧布局期。另

外， 有持续涨价能力的长期消费服务及国

产品牌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如医美、化

妆品、医疗服务、教育、中高端白酒等领域

可穿越估值周期， 可在合理价位布局能够

穿越经济波动的优秀公司。

中小盘成长股再出发 公募深挖投资良机

近一个月以来，创业板指数

反弹幅度一马当先。部分公募机

构的投资视野，重新纳入中小市

值品种与次新股，试图挖掘一度

被忽视的细分领域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张焕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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