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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以来市场走势清淡，建新股份股

价却逆势上涨，累计涨幅超

200%

。 经研究发

现它属于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

2017

年一季

度开始公司净利润同比出现增长，因净利润

基数小和增速小， 股价表现不尽如人意。经

过一年的经营改善，

2017

年四季度和

2018

年

一季度报公布的净利润为

0.53

亿和

1.14

亿，

同比增长

774.01%

和

2233.25%

。

还有哪些公司属于业绩拐点型上市公

司？据观察，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投资机

会每年都有，而且不少。比如

2011

年，氟化工

产业链公司；

2012

年，草甘膦、智能手机产业

链公司；

2013

年，染料、传媒娱乐行业相关上

市公司；

2014

年， 牛市预期下的券商行业；

2015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锂电池上市

公司；

2016

年， 化工产品涨价下的相关上市

公司

;2017

年， 稀有小金属涨价下的相关上

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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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投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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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市场走势清淡，建新股份股价却逆势上涨，累计涨幅超200%，属于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业绩拐点型公司有何

特征，如何介入，以及投资收益何时兑现为宜？本文就此对其投资路径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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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拐点的发生

业绩拐点的结束

上市公司业绩拐点结束的定义：上市公

司业绩增速由好的方向向坏的方向转变；上

市公司业绩增速走向稳定。 上市公司业绩增

速由好的方向走向坏的方向指上市公司业绩

增速下降，且是趋势性的，不排除最终亏损。

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业绩拐点的结束来

自于：促进业绩拐点发生的催化剂消失；其它

业绩构成要素的变化抵消甚至逆转原有要素

变化带来的业绩拐点发生的趋势。 如上市公

司新投放产能满产后续无法跟上

;

上市公司

产品或者原材料的供需出现变化导致产品或

者原材料的价格波动转向或趋于稳定。

4

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投资退出

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上市以来的

PE

估

值区间跨度大，有时

10

倍

,

有时数百倍

,

极其

不稳定。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平均估值也

较高。

此类公司的估值不能仅考虑

PEG

（市盈

率相对盈利增长的比率）或者

PE

（市盈率）估

值。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股价高点附近的静

态

PEG

或者

PE

估值低于历史水平。此时，计算

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静态

PE

估值发现股

价被低估； 计算静态

PEG

估值发现股价被低

估的更加严重。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股价低

点附近的静态

PEG

或者

PE

估值高于历史水

平。此时，计算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

PE

估

值发现股价被高估； 计算静态

PEG

估值发现

股价被高估的更加严重。可见，静态的

PEG

或

者

PE

估值判断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股价高

低往往是失灵的。此现象的背后原因在于业

绩拐点型上市公司业绩具有不稳定性。

另外，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静态

PE

或

者

PEG

估值的最高点、低点与业绩的最高点、

低点并不完全相关。原因在于：市场有牛熊

之分， 不同的市场环境会影响静态

PE

或者

PEG

估值； 投资者的预期或股价反映与业绩

的变化不一定同步。因此两个因素都存在不

确定性，投资者无法通过一个固定的估值方

法判断股价拐点的结束。尽管如此，业绩拐

点型上市公司的静态

PE

或

PEG

估值与股价存

在局部同步。

据统计分析，没有发现拐点型上市公司

比较精确的估值规律，仍然有些可供参考的

现象。从静态

PE

和

PEG

考虑，在业绩拐点型上

市公司股价的底部大概率估值较高；在业绩

拐点型上市公司股价的顶部大概率该期间

内估值较低。

对于周期性或者业绩波动较大的上市

公司，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参考近

7~10

年上市

公司的平均利润计算

PE

估值。格雷厄姆建议

“决不应该以超过公司平均利润

16

倍的价格

买入股票”。 这个平均利润是指上市公司

7~

10

年的利润平均值。因上市公司有时候利润

较少甚至亏损，有时候利润较多，所以需要

一定时期的平均利润才具有参考价值。这个

方法在国内市场有参考意义，但不是唯一的

指标，因为这

7~10

年的平均数据存在不确定

性。当有些年份盈利非常大，其它年份比较

稳定，其

PE

估值便较低；当有些年份亏损很

大，其它年份略有盈利，其

PE

估值便很高。

理论上

,

在投资者介入业绩拐点型上市

公司之后，投资者选取下次业绩拐点出现前

的股价最高点时退出能够获取最大利润。事

实上，投资者只能选择在此股价最高点附近

退出，所以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为投资者尽

可能在股价的最高点附近退出提供帮助。

据观察，投资者对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

认知不同导致其决策行为“各自为政”。先知先

觉的投资者往往会在业绩拐点结束确认之前

退出，后知后觉的投资者往往等业绩拐点结束

确立之后才退出。先知先觉的投资者获利大概

率比后知后觉的投资者丰厚，因其掌握了业绩

拐点型上市公司的拐点结束的历史规律；对于

没有业绩拐点结束历史规律的上市公司，先知

先觉的投资者也拥有成熟的投资思路和方法，

以及密切跟踪上市公司业绩变化的能力。

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股价高点往往

早于业绩拐点结束确立

1~2

个季度。 因为先

知先觉的投资者会提前退出，而之后介入业

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力量一般会逐

渐减弱，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股价难以再创

新高。因此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退出时点

要结合行为金融学共同判断，不仅是单纯业

绩变化跟踪。投资者退出业绩拐点型上市公

司的左侧交易要比右侧交易安全，当先知先

觉的投资者退出上市公司之后，其它投资者

每多持有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股票一个交

易日其投资盈利减少的风险都会增加。

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股价高点往往

需要多次确认，因为上市公司业绩拐点结束

后很少出现业绩断崖式下跌，而且后知后觉

的投资者不会立即退出，所以上市公司的股

价一般也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投资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退出要尽

力掌握其业绩拐点的历史规律，密切跟踪其

业绩变化以便能够提前

1~2

季度预判业绩拐

点结束的确立。当上市公司业绩拐点能够被

判断之前，股价涨幅较大时，不要仅按照提

前

1~2

个季度惯例退出，也不要仅凭静态

PE

，

PEG

判断上市公司估值高低决策是否退出，

应该以近

7~10

年的平均业绩计算市盈率为

参考，结合市净率及市值判断上市公司股价

是否还有上升空间。另外，无论何种判断都

要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和行业特点。

聚焦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

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的投资介入

3

2

上市公司业绩向好拐点的定义:�经营业

绩增速由不好的方向向好的方向转变, 或沿

着好的方向发生量级的改变。

据上市公司利润表， 可知业绩向好拐

点出现的情况有: 第一， 主营业务收入增

加。 主营业务收入等于产品售价乘以产品

销量， 所以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增加前提条件是产品售价上涨、 产品销量

增加至少发生一个, 实现上市公司利润增

加的条件是营业收入的增加带来的利润改

善大于其它变量带来的利润恶化。 如新增

产能、停产复产；供需改变下产品涨价。第

二，上市公司成本的下降。成本主要由营业

成本和销售、管理、财务三大费用构成。如

原材料降价、经营管理改善、规模效应等都

会使得成本下降。 成本的变化主要影响公

司的营业利润率或者净利润率。A股市场

对成本下降的拐点型公司重点关注的是原

材料成本下降。

除此两种情况外， 资产重组、 购买资

产、 新产品边际作用显现也是上市公司的

拐点催化剂。 本文主要以以上两种情况为

研究对象。

另外， 为了预防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对

上市公司现金流量表， 资产负债表也要深

入分析。如折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收入

确认、经营现金流等进行确认、辨别，甚至虚

假订单 （公司的收入增长不符合行业特点

或者大幅度偏离行业正常值）的甄别。

上市公司业绩拐点的确立要跟踪和

分析到利润的变化。 不能仅凭上市公司

销售产品涨价、销量增加、成本下降等因

素的变化来确定上市公司业绩向好拐点

出现的变化，因为其它因素可能会抵消这

些变化，甚至导致业绩恶化。

上市公司业绩拐点确立后其业绩向好

变化有一次性的，也有持续性的，此持续性

指两个季度以上。因一次性的业绩拐点在二

级市场往往表现为一次性的交易机会，持续

性的业绩拐点股价波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和可观的利润空间，所以本文仅讨论业绩拐

点发生具有持续性的投资机会。

理论上，投资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获得

预期利润相当可观。以业绩拐点出现时为起

点买入， 以业绩拐点结束时为终点卖出，投

资者投资表中列举的任何一只业绩拐点型

上市公司的股票获利都超过100%， 而且相

对指数涨幅超过50%。

然而实际中，投资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

获取如此大的利润并不容易实现。上市公司

业绩拐点的确立和股价拐点的确立不一定

同步，以及投资者对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业

绩拐点发生的预期与市场的一致预期不一

定同步，投资者介入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很

难做到与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股价的启动

同步，往往是左侧交易或右侧交易。左侧交

易就是投资者在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股价

启动之前介入，右侧交易就是在业绩拐点型

上市公司股价启动之后介入。

要想实现左侧交易，需要投资者对业绩

拐点型上市公司的产业链上下游，经营管理

深入分析， 或者了解行业发展的历史规律。

如此，投资者便可提前买入业绩拐点型上市

公司的股票，最终享受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

股价启动带来的利润。

比如，2014年三季度拉开全面牛市序

幕，其中券商股率先启动且涨幅巨大。具备

先知先觉能力的投资者已于2014年一季度

介入券商龙头股中信证券，这就是典型的左

侧交易。2014年一季度增持中信证券的华夏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证

金公司在中信证券投资上盈利颇丰。

要想实现右侧交易，需要投资者及时发

现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并能够对其拐点的

持续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此，投资者可在

业绩拐点型上市公司股价启动之后介入以

获得投资收益。

2016年下半年沧州大化涨幅超100%。其

三季度开始启动且四季度前7个交易日连续

涨停，如此巨大的涨幅说明市场对其TDI产

品涨价的拐点已经有比较充分的反应。之

后在四季度仍有知名私募投资者积极介入

该上市公司， 这就是典型的右侧交易。2016

年四季度进入沧州大化前十大股东的广东

尚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尚泰1号证券

投资基金， 深圳展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展

博多策略2号基金， 在沧州大化上有不错的

投资盈利。

无论是左侧交易还右侧交易介入，只要

掌握核心要素，盈利是大概率事件。左侧交

易需要提前预判业绩拐点， 花费等待的成

本；右侧交易需要确立拐点的持续性以便仍

然有盈利空间。不过这都需要投资者对即将

投资的上市公司所属的行业进行深入研究

和长期跟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