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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在主题二三事系列报告之二——《政策类主题“见光死”应对全攻略》

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政策信号”的问题，我们认为，政策类主题确

实会碰到“见光死”的问题，最好的情景是能捕捉到政策信号，这样

提前布局相关政策主题就成为可能。 

政策信号就是一种主题信号；其实不止是政策类主题，技术类和综合

类主题同样可能出现主题信号的情况。 

所谓主题信号，就是指早于主题性投资机会出现的事件，这些事件与

后续的主题性存在因果关系（至少是统计学上的因果关系，格兰杰因

果），而且，因为其早于主题性投资机会出现，因此，可用于提前布

局相应的主题投资机会，获得先发优势。 

具体的应用逻辑是：主题信号刚出现时，市场潜在的参与资金还没有

进入，这时如果提前布局，对应的主题风险极低，股票下跌的风险主

要来自市场和个股本身；而且提前布局主题，还可以避免主题成为热

点时，到底追不追的尴尬境地。 

主题信号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不可能三角”分析框架。这一框架除了

强调主题投资机会分析（市场空间、确定性和安全边际），还强调主

题投资机会发掘（聚光灯理论），也强调主题的持续跟踪，致力于将

跟踪体系做成“可量化”跟踪体系。而主题信号在发掘主题机会方面

意义重大，使领先市场布局成为可能。 

目前市场环境下，主题信号具体应用案例：市场下跌也是一个主题信

号，这时重要股东增持为市场提供了价值“信仰”，主题关注度相应

提升。我们推荐关注增持幅度占流通 A 股比例较高的标的，包括升华

拜克、科达股份、*ST 金宇、新黄浦、浪莎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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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政策信号说起：破解政策类主题“见光死”困局 

在主题二三事系列报告之二——《政策类主题“见光死”应对全攻略》中，我

们已经讨论过“政策信号”的问题，我们认为，政策类主题确实会碰到“见光死”

的问题，最好的情景是能捕捉到政策信号，这样提前布局相关政策主题就成为可能，

从而实现“低风险下的超额收益”。 

1.1. “权威人士讲话”是典型的“政策信号” 

5 月 9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

经济》，否定了经济已经复苏以及通过强刺激稳增长的模式，中国经济将是“L”型，

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在“促改革”而非稳增长。以此为分水岭，国企改革、PPP、混

改、京津冀等主题先后走强，政策主线逐渐从“稳增长”转到“促改革”，市场热

点也相应回到改革相关的主题。 

图 1：“权威人士讲话”后，市场热点回到国家战略相关的主题上 

2016.7第二批央企

改革试点名单公
布，国企改革概念

供给侧改革发

力，2016年下半
年，钢铁、煤炭

价格大涨

2016.8第三批PPP

项目即将落地，

PPP主题表现强势

2016.10首批央

企混改试点出
台

2017.3雄安新区

宣告成立，京津
冀获得重大进展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1.2. 第一批混改试点推出之前，也有明确的“政策信号” 

2016 年 9 月 28 日，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的相关工作，他指出，推进混改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市场关注度一直较高。但 2014

年 7 月的第一批和 2016 年 7 月的第二批央企改革试点，混改都没有成为重点内容；

而市场预期的交行混改并未出现实质性的进展。而之所以混改进展较慢，主要原因

在于混改涉及国有资产交易，按照以往国改的经验和教训，混改相比其他改革方案

更容易引发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因此，这一轮国改推进相对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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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第一批混改正式推出之前，主题信号明确 

2016.7,国务院国
资委、财政部联
合公布《企业国
有资产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

2016.9刘鹤：推
进混改是国企改
革重要突破口

2016.10央企混
改“6+1”试点
浮出水面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企业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和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的讲话都可以作为国企混

改即将发力的主题信号，混改主题随后如期走强。 

图 3：主题信号出现，混改主题逐渐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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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2. 主题信号：实现领先市场布局 

2.1. 主题信号概述 

所谓主题信号，就是指早于主题性投资机会的出现的事件，这些事件与后续的

主题性存在因果关系（至少是统计学上的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而且，因为其

早于主题性投资机会出现，因此，可用于提前布局相应的主题投资机会，获得先发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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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的政策信号就是一种主题信号；其实不止是政策类主题，技

术类和综合类主题同样可能出现主题信号的情况。 

图 4：主题信号是因，主题机会是果，主题信号先于主题机会出现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2.2. 主题信号使前瞻性布局成为可能 

由于主题信号刚出现时，市场潜在的参与资金还没有进入，这时如果提前布局，

对应的主题风险极低，股票下跌的风险主要来自市场和个股本身；而且提前布局主

题，还可以避免主题成为热点时，到底追不追的尴尬境地。 

图 5：主题信号对前瞻性布局主题至关重要 

主题信号出现

• 主题信号
与主题投
资机会存
在因果关
系

前瞻性布局

• 参与相关
主题的其
他资金还
没有进入，
主题风险
极低

主题机会出现

• 由于较早
布局相关
主题，获
得超额收
益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3. 技术类和综合类“主题信号”案例 

3.1. 技术类主题信号：三星 Note7 手机爆炸，竞争对手苹果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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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 Note 7 爆炸对三星品牌形象和消费者信心影响较大；而三星是世界最大的

手机生产商（2016 二季度出货量是 7700 万部），主要竞争对手苹果（2016 二季度

出货量是 4800 万部）将显著受益。 

图 6：技术类主题中，主题信号同样有助于领先市场发现主题投资机会 

2016.8三星Note上

市

2016.9.2三星电子

证实将在全球召回

Note 7手机（除中

国）

2016.9.14重申国

行Note 7安全不

召回·

2016.9.18起国

行Note连续出

现爆炸事件

2016.10.11 暂停

Note7生产，召回

全部国行版本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3.2. 综合类主题信号：市场下跌，股东增持关注度明显提升 

近期产业资本在二级市场增持或者买入股票，表明相关标的价值已经被低估，

这些公司投资价值凸显。 

图 7：股东披露增持公司股票的家数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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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从股东披露增持公司股票家数的分布情况来看，从年初到现在，其实增持数量

是整体降低的。那为什么市场到近期反而开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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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近期市场大幅调整导致的。在市场下跌的环境中，投资

者倾向于寻找“信仰”，信仰主要来自业绩。而由于信息不对称，重要股东增持也

是公司价值被低估的强烈信号。因此，市场下跌时股东增持容易受到市场关注。 

图 8：A 股近期市场调整幅度较大，股东增持关注度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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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一般认为，大股东增持力度越大（占流通 A 股比例口径），表明其对公司股票

价格越有信心。我们从这个维度来筛选大股东增持主题的股票。 

表 1：2017 年以来 A 股增持力度较大的公司整理 

行标签 公司名称 市值（亿元） 增持数量占流通股本之比 

600226.SH 升华拜克 162 34.08% 

600986.SH 科达股份 129 19.74% 

000803.SZ *ST 金宇 32 19.61% 

600638.SH 新黄浦 97 15.00% 

600165.SH 新日恒力 115 14.99% 

300087.SZ 荃银高科 45 12.44% 

002092.SZ 中泰化学 254 10.90% 

000612.SZ 焦作万方 96 10.70% 

600137.SH 浪莎股份 45 10.00% 

600421.SH 仰帆控股 39 9.93% 

002711.SZ 欧浦智网 124 9.83% 

000793.SZ 华闻传媒 220 9.78% 

000893.SZ 东凌国际 102 9.44% 

002199.SZ 东晶电子 39 9.25% 

600671.SH 天目药业 40 8.76% 

603828.SH 柯利达 37 8.60% 

300444.SZ 双杰电气 63 8.58% 

000656.SZ 金科股份 360 8.31%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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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题信号”理论完善“不可能三角”分析框架 

 “不可能三角”是我们分析主题的核心框架。我们研究一个主题，主要观察

市场空间、确定性和安全边际三个变量，并且由于，一个主题很难同时兼具市场空

间大、确定性高和安全边际强三个条件，我们称我们的分析框架为“不可能三角”。 

而且，“不可能三角”分析框架除了强调主题投资机会分析，还强调主题投资

机会发掘（聚光灯理论），同时，也强调主题的持续跟踪，并且致力于将跟踪体系

做成“可量化”跟踪体系。主题信号在发掘主题机会方面意义重大，“不可能三角”

框架进一步完善。 

图 9：“不可能三角”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  

社会热
点

聚光灯
理论

政策类
主题

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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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类
主题

不可能
三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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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信号
前瞻布局

是否有政
策效果

主题投
资机会

长期主题
靠盈利

主题风
格研究

是否有政
策空间

是否存在
预期不足

市场空
间大

确定性
高

安全边
际高

工业企
业利润

SHIBOR 
1W

资金风
格指数

主题信号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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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落后于市场平均收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自由大路1138号  
邮编：130021 

电话：4006000686  
传真：(0431)85680032  
网址：http://www.nesc.cn  

 
中国 北京市西城区 
锦什坊街28号  

恒奥中心D座  
邮编：100033 
电话：(010)63210800 

传真：(010)63210867 
 
中国 上海市浦东新区 

源深路305号  
邮编：200135 
电话：(021)20361009 

传真：(021)20361258 
  

中国 深圳南山区 

大冲商务中心1栋2号楼24D 
邮编：518000 

 

 

 机构销售 

 

华北地区 

销售总监 李航 

电话：(010) 63210896 

手机：136-5103-5643 

邮箱：lihang@nesc.cn 

 

华东地区 

销售总监 袁颖 

电话：(021) 20361100 

手机：136-2169-3507 

邮箱：yuanying@nesc.cn 

 

华南地区 

销售总监 邱晓星 

电话：（0755）33975865 

手机：186-6457-9712 

邮箱：qiuxx@nes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