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靖宇/制图

A7

Market

市场

主编：肖国元 编辑：陈英 2015年1月5日 星期一

Tel

：(0755)83509452

市场新闻部

2015 年，注定是新的，连股市都

不一样，从形式到内容，里里外外焕然

一新。

经过大半年的攀爬， 上证指数终

于站上 3200 点。要知道，在几个月前，

这还是遥不可及的梦靥。要知道，我们

曾经在 2000 点附近自顾不暇，欲罢不

能，怀疑、挣扎、犹豫、纠缠，耗去长达

两年多的时间；要知道，伴随着指数的

艰辛爬升， 看空的声音还是不绝如缕

……可是， 股市最终解除了弱市的羁

绊，摆脱了长熊的纠缠，雄赳赳，气昂

昂，一路向上。

与过去不同的是，笨重的“大象”

翩翩起舞，而历来受人追捧的“小清

新”垂下了高昂的头颅。在大象起舞、

指数飙升时，八成股票逆势下跌，令一

众投资者陷入“满仓踏空”的尴尬。这

样的场景，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也算

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 年的中国

股市注定充满新奇、 迷茫以及因偏执

而来的惊涛骇浪。 由此，2015 年的股

市不会平淡，更不会平静。

蓝筹股的崛起有其内在逻辑，是

中国股市拨乱反正的表现。长期以来，

许多人信奉“股价靠流动性支撑”的

理念，认为有钱就可以炒高股价，而大

盘股的上涨消耗巨量资金。因此，在他

们看来，熊市在于“缺钱” ，牛市因为

“钱多” 。长期受这样的理论“熏陶” ，

大盘蓝筹股往往风平浪静， 难有表现

机会。最典型者，以银行股为代表的大

盘蓝筹股陷入了鸡肋的境地———弃之

可惜，食之无味。 而一次 24 个基点的

降息居然可以撬动笨重的大象群，使

得沪深两市的成交额轻松越过创纪录

的万亿门槛，这不是降息可以解释的，

也不能说明过去股市的低迷以及蓝筹

股的寂静是流动性不足的结果。

唯一能说明的， 是我们曾经信奉

的理念多么荒谬， 其中的逻辑是彻头

彻尾的伪逻辑。只能说，炒作的理念与

逻辑入驻投资者的心田生根发芽，长

成参天大树，长期笼罩证券市场，让理

性投资的俊朗面孔七零八落、 形态怪

异、面目可憎。因此，蓝筹股的崛起，既

是价值的回归，更是理念的回归，是证

券市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大扭转。

不过，在蓝筹股回归的过程中，我

们同样看到了曾经熟悉的癫狂以及不

分青红皂白的泥沙俱下。 这是投机精

灵在新场景中的复活， 还是扭转嬗变中

的部分残留？这值得警惕，更值得每一个

市场参与者深思。低估值必然回归价值，

回归正常水平。 但是，仅凭一个概念、一

个貌似的由头就将股价炒飞， 且月内价

格翻番，这不是正常现象。我们似乎又看

到了小盘股的疯狂在大盘股上重演。

是的，国企改革充满机遇，“一路一

带” 会带来诸多机会，中国经济崛起与

对外合作会给大公司提供更大舞台……

但是，这样稀里哗啦、心急火燎的炒作究

竟有几多靠谱，有几许理性？又有多少不

在为虎作伥，为投机买单呢？

在蓝筹股崛起的同时， 小市值股票

倒下了，几乎是泥沙俱下。过去的香饽饽

成了烫手山芋，投资者唯恐丢之不及，小

股票好像走进了万劫不复的末日。 这其

中有多少是恰当的、合理的，又有多少会

因错杀而蒙冤被屈？

不错，整体上看，中小板、创业板股

票确实估值过高，股价难以为继，回调是

合理的。 而且，过去几年的历程表明，所

谓的高成长，对大多数股票而言，也是名

不副实。但是，经济转型、技术升级、网络

化、 信息技术所孕育的新经济非中小创

新型企业莫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窝

蜂的甩卖、逃命式的斩仓，有多少是深思

审慎的结果？ 牛熊转折之际， 亲近与疏

离、热情与淡漠的转换是必然的，但狂热

如斯，绝情如斯，我们还是从中嗅出了茫

然，乃至荒诞。

一旦冰消雪融，大地万物复苏，一派

生机勃勃。 寂静、荒凉的股市一旦由熊转

牛， 其生机与活力不亚于大自然回归春

天。 但是，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遵循的逻

辑大体是一致的。股市不可能违背规律而

野蛮生长。 因此，转换思维、跟随趋势，是

2015年投资成功的前提与基础。 否则，就

难以改变“赚指数不赚钱”的命运。

牛市来了，群情激奋，许多人乱了阵

脚。 不过，股市历史告诉我们，如果 2015

年是大牛市，那么，牛市的几个铁律是难

以改变的：1、在大牛市里，有 10%左右的

股票会表现特别突出， 另有 10%左右的

股票会落后大盘， 其余 80%股票的涨幅

差不多；2、一波牛市结束，最终能跑赢指

数的人绝对是少数；3、选好股票、持之以

恒、多看少动，是战胜市场的关键；东奔

西跑、追涨杀跌对盈利贡献不大，相反，

搞坏了心态，垫高了交易成本，令投资收

益瘦身。有了这样的定数，牛市里投资应

该是从容不迫的事。

作为投资者，面对新牛市，你准备好

了吗？

2015年 改革红利将继续发酵

符海问

回顾过去的

2014

年，股市行情表

现远超市场预期。 其中最不能忽视的

有三个方面：一、沪指大涨

52%

，牛冠

全球， 这在当年年初是不可想象的。

二、单日成交量一度突破万亿水平，远

超历史最高水平。三、让投资者措手不

及的是，尽管指数大涨，但满仓踏空者

不在少数。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投资者

内心充满纠结， 到底是走是留仍然拿

不定主意。其实，当我们逐一对市场实

际运行情况和当年年初展望进行对比

就不难发现， 市场绝大多数时候跟我

们的展望是有较大差距的，这就表明，

超预期才是市场常态。

既然行情实际运行总是超出预

期， 那么我们对指数点位的预测就显

得毫无意义。 不管是预测

5000

点、

10000

点，甚至更高水平，更多的可能

只是一种噱头。 虽然在年初对全年行

情进行详尽展望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市场行

情进行一些大体的判断。当然，在行情

运行过程中进行一些修正也是必要

的。 从习近平总书记元旦贺辞中的讲

话不难看出，改革仍将继续全面推进，

继续深化， 并且强调 “开弓没有回头

箭”。 仔细分析

2014

年的行情不难发

现，不管是“一带一路”、自贸区、券商

还是核电、军工、国企改革等等板块轮

动行情， 无一不是改革释放的红利造

就的。正是这些板块行情的接连表现，

才使得指数屡创新高。因此说，我们对

2015

年的行情展望，或可总结为“只

要改革不停，牛市就不止”。

在这一前提下， 我们不应被指数

束缚了思维。在行情运行过程中，投资

者通常会拿当时的指数水平跟不久前

的指数水平相比， 凭着直觉认为是涨

高了或是跌低了。其实，这只是一种空

间的判断，而忽略了时间的判断，这是

相当片面的。 实际上， 去年指数真正

“起飞”是从当年

7

月份开始的。 也就

是说，沪指全年超

50%

的涨幅，是用

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的。 而对指数

真正做出贡献的，是权重股、大盘蓝筹

股，这些股票是自

2008

年初踏入能途

的。从时间上看，欲用半年的反弹弥补

将近七年的下跌，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

都是远远不够的。

另外，从历史上每轮牛市看，均少不

了资金面的大力支持，这次也不会例外。

现实情况是，资金面的持续宽松，将是一

种新常态。 我国去年

12

月制造业

PMI

为

50.1

，已创

18

个月新低，稳增长势必

成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而每逢这种

情况， 流动性的大量投放都是必不可少

的， 但这次情况可能略有不同。 我们知

道，每次大量货币投放，都不可避免出现

不同程度的通胀。 要想把通胀控制在相

对合理水平， 需要有一个庞大的 “蓄水

池”吸收过剩的流动性。过去较长时间充

当这一角色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

业。 由于之前的大量建设、基数较大，预

计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空间相对有限。

按照以往经验， 房地产业将担当这一重

任。问题在于，房地产业经历十几年的暴

发式增长后，目前看已后继乏力。最新统

计数据表明，我国百城房价去年

12

月份

环比跌

0.44%

，连续第

8

个月下跌。不难

看出， 房地产业在未来较长时间都难再

充当“蓄水池”这一角色。 该行业不仅不

能 “蓄水”，而且还有可能由于利润微薄

而导致大量资金逐步撤出另寻出路。 在

国内投资渠道相对单一的情况下， 证券

市场无疑将成为新“蓄水池”。 往年每到

年底，资金面都相当紧张，股市更是表现

低迷。但去年底却一反常态，指数不仅没

跌， 反而创出新高。 这就是一个重要信

号。这次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本轮

货币投放的主角不只是央行， 老百姓也

是主角。无风险利率下行是不可逆转的，

这将在某种程度上倒逼大量沉睡的民间

资金释放出来，政策也将从之前的“重储

蓄”向“重投资”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

股市单日成交金额破万亿也有望成为新

常态。

总之，市场已进入新常态。我们已不

能再以传统的思维对待。首先要破除“指

数恐高症”。 经过多年发展，经济体量已

再创新高， 当前指数已不能充分反映目

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即便指数创出历史

新高也是正常的。其次，要意识到当前是

主板时间，在资金面宽松的环境里，大资

金为进出自如，将首选“大票”，坚守“小

票”的做法仍可能面临满仓踏空的风险。

最后，在行情上行趋势不改的情况下，坚

持比什么都重要。

（作者单位：五矿证券）

十大机构

展望2015年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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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起，

A

股及整个资本市场将迎来三到五年长周期的大发展， 由资

本市场发展而带动的转型与增长是“新繁荣”的典型特点。 我们认为“新繁荣”

的特点将体现在股票定价

(

特别是市值

)

与企业行为、监管变革的互动上。 股票

估值正在成为企业转型、兼并收购的风向标。中国经济的真正转型已经在微观

层面上开始，未来三年

A

股市场的大范围、长周期的扩张使转型从企业层面

(

微观

)

向国家层面

(

宏观

)

升华成为可能。 “新繁荣”就是摆脱投资单一驱动的多

元增长和转型繁荣。

2014

年，改革之轮启动，

A

股增量资金入场，指数脱贫的同时，内部结构开

始走向均衡。 本轮行情的起点是利率下行、催化剂是改革加速、防护栏是稳中求

进，大类资产配置转向股市的趋势已形成，

2015

年市场向上趋势不变，所谓“旭

日东升”。 伴随增量资金入场，交易活跃度提升助推行情从小盘向中盘扩散。

2014

年高层通过新股发行改革，鼓励融资和宽容跨界成长开启了股票市

场的正循环。 无风险利率下行，系统性风险溢价下降的逻辑将会进一步强化，

大类资产配置角度增加权益类资产的配置已成趋势， 市场主线将由存量博弈

转变为增量资金推动。

2015

年的增量资金是保险的配置资金和外资，是真正

意义的投资“正规军”，更加脚踏实地，注重价值分析。 高分红的蓝筹龙头和估

值调整合理的白马成长是首选资产。

2015

年将继续平稳降速，这是“新常态”而非“黑天鹅”。 首先，降速转型，

就业平稳。 对于

GDP

累计同比的贡献率，如今，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

容纳了更多的劳动力，转型对冲了降速对就业的影响。 其次，

2015

年“三驾马

车”的增速“降中趋稳”，通胀压力小。 其中，消费保持平稳；投资增速将继续下

降，房地产投资和地方基建增速下行压力大，但是，基于中央对冲，不会出现

“硬着陆”；净出口增速继续保持低位。

预计至少在

2015

年， 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仍然将维持宽货币的基调，从

而给股市提供了宽松的流动性环境。 以未来

1-2

年的维度来看，新一轮牛市

的核心逻辑并非经济的“新繁荣”，而是类似

1996-2001

年经济冷、改革热，

在改革的旗帜下， 社会财富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般冲向具有赚钱效应的

A

股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正在进入对内融合、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其他市场的信息、

逻辑和资金将对原来封闭的股票市场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2015

年，投资者

对于海外新增资金流入的预期将驱动

A

股市场的波动。

需要重视这个预期的原因是：

1

、从人民币国际化大战略来看，资本市场开

放的确定性相当高；

2

、 市场预期未来进入的配置资金推动估值体系接轨的逻

辑非常明确，会使那些投资回报周期长、收益弹性低、涨得慢的公司再次受到

关注。

周期性放松引导市场利率下行，流动性整体宽松，提升风险偏好的同时降

低增长尾部风险。 历史上，

A

股市场估值与实际利率呈现负向关系，预计实际

利率下行将推动市场估值扩张。我们预计沪深

300

指数前向

12

个月市盈率将

从当前

7.6

倍扩充至

8

倍左右水平； 结构性改革将继续发力提升中国增长质

量和可持续性。

到目前为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300

多项改革约七成已经启动或取

得积极进展。 持续的改革在纠正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延续几年的“增

速换挡”渐近尾声，

7%

左右的中期档位可能在逐步形成。 在此宏观背景下，我

们自上而下预测

2015

年

A

股盈利将增长

10.6%

。

2015

年市场趋势：

A

股波动的三种路径：情景一、从估值驱动切换到盈利

基本面，改革成效让“短牛”变成“长牛”；情景二、经济波动加大，“快牛”调整

后，进入“慢熊”；情景三、冲高调整后，流动性推动延续。

2015

年，应该在改革

的深化中探索从“快牛”向“慢牛”切换的线索。

展望

2015

年，经济增速虽然面临下行风险，但是政策为市场提供了一个

经济的“下跌期权”，宽松的流动性同时也消除了金融系统债务问题的尾部风

险。股市的宏观环境积极向好，改革红利逐步体现到企业盈利；而且，经过四年

的调整，

A

股整体估值处于低位，相对其他大类资产具备较强吸引力，充分具

备了走牛的条件。

预计沪深

300

指数在

2015

年将上升到

3000

点， 较目前指数高

20%

；市

盈率从当前

8.9

倍上升达到

10.3

倍；而企业盈利增速继续放缓至

7%

。 风格切

换将在

2015

年发生。

动力来自：

1

、大小股票的估值差

/

股价表现差异，都将达到历史高位

2

、

A

股通常具有“

kill winner

”倾向。我们统计，从

2000

年以来，

T

年涨幅居前的

5

个行业在

T+1

年落入表现最差的

10

个行业的概率高达

46%

。

3

、

2014

年小股

票的“故事”，预计将在

2015

年遭遇严峻的业绩验证。

4

、国企改革一旦推动，

中大市值国企开始“资产置换”，或将吸引资金离开小盘股。

5

、持续涌入的海外

资金更青睐中大市值股票。

虽然市场预期

2015

年

GDP

将放缓至

7.0%

左右，但我们依然维持看多

A

股市场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整体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且将从原油价格

下跌与人民币汇率走软中受益，政府的执行力与政策的延续性、针对性提升市

场对改革的信心，存量资金的持续活跃将带动增量资金入市，金融市场改革创

造的机会将把

A

股带入新的繁荣。

（陈英 整理）

国泰君安：“新繁荣” 启动

海通证券：旭日东升

申银万国：英雄时代

兴业证券：大决战

招商证券：市场运行“新常态” ，估值体系“国际化”

中金公司：2015股债双牛

中信建设：股权时代，重估中国

华泰证券：改革兴，牛市起

瑞银证券：大股小牛，小票大熊

光大证券：互联引领，变革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