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4 日， 华创证券在贵

州饭店筑韵厅举办了 2018夏季

投资策略报告会，华创证券禧阳

财富管理团队、华创证券研究所

计算机行业及社会服务业首席

研究员参加了这次策略会。本次

策略会的主题为“理性投资，从

我做起” 。

禧阳财富团队与研究所的

分析师在策略会上提出自己的

观点，并解读二季度的证券市场

动向及对二季度关注存在的市

场机会，多位投资者表示受益匪

浅。

策略会一开始，禧阳财富管

理负责人王泽首先给投资者讲

了三个不理性投资的小故事，然

后解析故事，分享了理性投资三

步骤：

首先是擦亮眼睛， 核查资

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可查询

到合法机构和人员名录，查看机

构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是否包

含“证券投资咨询” ，此外网站

还设有非法仿冒机构信息公示

专栏。

其次，高度警惕，切勿向个

人账户汇款。合法机构一般通过

公司专用收款账户收取咨询服

务费,对于要求将钱打入个人银

行账户的证券咨询活动,投资者

要格外小心。 如有异常，及时上

报。最后，理性投资，提高风险防

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远离高

风险诱惑，切勿蒙蔽双眼，时刻

保持理性投资心态。

紧接着，华创证券禧阳财富

管理团队分析师程剑心与周凌

涛分享了其市场观点和投资策

略：

1. 股市结构性供需失衡料

将延续，优质与平庸公司之间的

供求格局存在显著差异。2.增量

经济时代向存量时代转变，龙头

公司与一般上市公司经营差距

越拉越大。在优质与平庸公司供

给格局差异与业绩经营差距缩

小之前，白马行情不会结束。 而

对于大势，二季度风险重估不宜

乐观，从业绩、利率、估值与流动

性角度看，应该保持谨慎；外部

不确定性的持续时间与方式超

过预期。操作上，防御为主，对冲

风险， 全季坚持逆向操作策

略———市场情绪转好弹冠相庆

时，坚决卖出；投资者感觉世界

末日即将来临时，买入。

最后由华创证券研究所计

算机行业及社会服务业首席研

究员陈宝健、王薇娜为投资者做

出当下最火的计算机科技创新

及消费升级领域的深入研究报

告。 陈保健研究员的核心观点

为：冬去春来，计算机科技板块

2018年积极乐观。 并推荐关注：

辰安科技 （A 股公共安全龙

头）、 华宇软件（“人工智能 +

法律服务” 龙头）、 美亚柏科

（电子取证龙头）、 中科曙光

（中国超算龙头）、 太极股份

（自主可控龙头）。 王薇娜最新

核心观点为：社会服务行业整体

在可见的未来持续增长，10

%

以

上增速可维持 15-20年。因此国

内上市公司中青旅、中国国旅将

率先受益。而出境游板块众信旅

游、腾邦国际也将受到消费升级

后获取直接受益。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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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板块可积极布局

A

本报讯 日前， 工行中西支行走进贵阳

市云岩区直通车学校，开展“为爱起航，筑梦

新时代” 公益助学活动，将爱心和物资送到

学校。

开展“公益助学” 前，中西支行积极与

教育部门沟通联系， 深入学校实地考察，参

观学校的办公环境和同学们的就学环境，初

步掌握了学校现状和学生所需。

据了解，该学校为私立学校，目前设有

小学、初中、高中，生源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为主，由于大多数学生家庭较为困难，学生

业余爱好便是阅读， 但因学校刚搬迁至此，

经费紧张，各层楼虽有书架，但图书十分紧

缺。 了解情况后，该行立即联系图书供应商，

为不同年龄段学生配置相应书籍， 同时，梳

理闲置桌椅，填补教学所需。

活动当日，该行将数百本图书和桌椅捐

赠给学校。

（崔陈 本报记者 王蕾）

本报讯 近日， 白云艳山红支行工作人

员帮助客户找回丢失财物，获得了客户的赞

许。

日前，恰逢白云艳山红支行业务办理的

高峰期，网点内聚集了大量等待办理业务的

客户。 突然，一位中年女子急步冲进网点内，

四处寻找着什么东西。 网点行长见状，快速

上前询问客户在寻找什么东西。

据客户回忆， 她是在

ATM

自助机上取

钱时不慎将手机忘在

ATM

机上， 等回到家

后才发现手机丢了，当返回银行时寻找手机

已经不在

ATM

机上了，据以才会如此焦急。

在了解了客户的情况后，网点行长立即

帮助客户调阅了当日

ATM

机监控记录，发

现是一名中年男子顺手拿走了客户的手机，

并建议客户立即前往派出所报案。 一个小时

后，派出所民警带着查询函陪同中年女子来

到网点查询了中年男子的信息，网点积极配

合，最终助力警方成功找到“顺手牵羊” 的

男子，帮助客户拿回失物，获得了客户和民

警的高度赞赏。

（查溢清 本报记者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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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温度系列报道

华创证券夏季投资策略会现场

华润信托数据显

示，3 月末其全体投

顾平均股票仓位比例

为 77.3

%

，

较上月末

下降 4.9 个百分点；top25

%

平

均股票仓位比例为 88.6%，较上

月末下降 3.6个百分点。

从市值分布看，3 月末全体

投顾对大盘股的平均配置比例

最高

(45.7%)

，

较上月末上升 0.4

个百分点； 小盘股平均配置比

例最低

(18.7%)

，

较上月末上升

2.7个百分点；中盘股平均配置

比例为 33.3%， 较上月末下降

3.4个百分点。top25%投顾对大

盘股的平均配置比例最高

(43.7%)

，

较上月末下降
13.7

个
百分点

；

小盘股平均配置比例
最低

(23.6%)

，

较上月末上升

14.6

个百分点
；

中盘股的平均
配置比例为

32.2%

，

较上月末下

降 0.5个百分点。

展望后市，重阳投资认为，

2018 年 A 股市场不存在系统性

机会和风险， 投资机会依旧是

结构性的。“择优而买” 的大方

向不会改变，但市场将从“一次

分化” 过渡到“二次分化” ，主

旋律也将从“价值回归” 切换

到“价值发现” 。

具体而言，2017 年市场特

征主要表现为大型公司与中小

型公司股价和估值走势的强烈

分化。 站在当前时点，大型蓝筹

股整体性的价值回归进程过

半，接下来市场将在 2017 年分

化基础上进一步分化，即“二次

分化” ：一方面，在领涨的 10

%

个股中部分业绩超预期的标的

将继续为投资者带来超额收

益； 另一方面，2017 年落后的

9

0%

个股也将展现出新的 “一

九” 分化行情。 需要强调的是，

经过 2017 年的估值修复，市场

对蓝筹股整体已形成较高预

期， 未来仅靠预期实现将很难

获取超额收益。 投资者必须更

进一步， 寻找那些向好预期尚

未建立但未来有望建立的公

司。

仁桥资产人士表示，4 月是

上市公司年报和季报的密集披

露期， 市场自上而下的风格因

素短期可能会弱化， 个股估值

和增长的匹配度会得到更多重

视， 价值和成长都会经历去伪

存真的过程。 据《中国证券报》

绩优私募基金“卖房卖酒买药”

来自华润信托的数据

揭示了私募基金 3 月调仓

换股踪迹。 3 月仓位增加较

大的行业是医药生物，而食

品饮料行业则再度被绩优

私募减持。

业内人士表示，在今年

以来市场大幅震荡情况下，

医药板块防御属性凸显，并

在政策催化下将迎来长期

投资机会。

据新华社电 证监会 13 日晚间发布公

告， 按法定程序核准了 ２ 家企业的首发申

请，筹资总额不超过 30亿元。

2 家企业均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为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药明

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筹资不超过 30亿元

证监会核发

２家企业 IPO批文

本周新股申购一览

股票简称

15.26元

发行价格

22000股732348

申购代码

4月 16日

4月 18日

伯特利

股票简称 发行价格

15.10元

申购上限

12000股732596

申购代码

文灿股份

申购上限

众源新材(603527)15 日晚

间披露年报， 公司 2017 年实现

营业收入 29.84 亿元，同比增长

38.53%；净利润 8558.66万元，同

比增长 14.90%。 基本每股收益

0.83 元。 公司拟每 10 股转增 4

股并派现 2.5元。

恒瑞医药(600276)15 日晚

间披露年报， 公司 2017 年实现

营业收入 138.36 亿元， 同比增

长 24.72%； 净利润 32.17 亿元，

同比增长 24.25%。 基本每股收

益 1.1373元。 公司拟每 10股转

增 1 股送红股 2 股并派现 1.3

元。

兆易创新(603986)15 日晚

间披露年报， 公司 2017 年实现

营业收入 20.30 亿元，同比增长

36.32%；净利润 3.97 亿元，同比

增长 125.26%； 每股收益 1.99

元。 公司拟每 10 股转增 4 股并

派现 3.93元。

正川股份(603976)15 日晚

间披露年报， 公司 2017 年实现

营业收入 5.09 亿元， 同比增长

8.23%；净利润 8217.84 万元，同

比增长 16.55%。 基本每股收益

0.91 元。 公司拟每 10 股转增 4

股并派现 4.6元。

华润信托统计数

据显示，3 月末其全体

投顾平均持仓最重的行

业是医药生物

(21.7%)

，全体投顾

平均仓位增加较大的行业是医药

生物(上升 2.8 个百分点)，前 6

个月累积收益排名前 25

%

的投顾

(简称“top25%” )平均仓位增加

较大行业也是医药生物 (上升

8.7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

医药生物板块已连续 6个月成为

其全体投顾持仓最重的行业。

上海千波资产总经理束其

全认为，医药板块近期受到资金

青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

去年除较大的医药公司股价涨

势较好外，其他绩优医药股涨幅

较小， 但相关公司收入增长较

快，净资产收益率 20

%

以上的公

司很多，考虑到市盈率、利润等

综合指标，其股价整体水平未完

全反映行业增长幅度。 同时，近

期“漂亮 50” ，特别是消费类股

票表现平平，导致资金进入避险

板块，而医药是避险配置的标准

标的。 当前，医药生物板块才刚

刚起步。

星石投资首席策略师刘可指

出，新一轮医药改革从 2016年开

始，从药品领域来看，主线是鼓励

创新，在创新药、高端仿制药审批

审评制度改革落地的背景下，板

块迎来长期投资机会。

与此前大跌中

“吃药喝酒” 的情况

不 同 ， 尽 管 3 月

top25

%

的投顾平均持仓最重的

行业是食品饮料

(15.9%)

，但其

平均仓位降低较大行业也是食

品饮料 (下降 8.2 个百分点)，

为连续第二个月减持。 而 2017

年 9 月以来， 绩优私募一直增

持相关板块。

业内人士指出， 食品饮料

板块估值处于高位， 且去年吸

引了大量资金， 价值与价格不

能完全匹配， 目前仍处调整阶

段，短期不会有太大投资机会。

不仅食品饮料受到减持，

此前备受看好的房地产板块也

走下神坛。 华润信托数据显示，

3 月末其全体投顾平均仓位降

低较大行业是房地产(下降 2.6

个百分点)。

不过， 机构对于房地产板

块后续投资机会存在分歧。 束

其全指出， 今年 1 月房地产板

块涨幅较大， 但随近期一系列

对房地产的严控政策出台，特

别是在利率方面的调控比较严

格，短期内可能会相对低迷。 但

考虑到房地产板块估值比较

低， 且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仍

然比较旺盛， 因此虽然近期不

会有太大行情，但也不会大跌。

北京某绩优私募人士认

为，在目前去杠杆环境下，居民

整体像之前加杠杆的情况不会

持续， 预期房地产销量未来将

有所下降， 由此带动基本面会

向下， 预计未来 1-2 年相关板

块不太会存在投资机会。

加仓医药生物板块

震荡之中显分歧

市场经历“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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