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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配置的股票组合如表所示，主要逻辑： 

3 月市场维持在 2950-3200 区间震荡，主要源于急涨之后的休整需求、短

期承接资金有限、海外市场波动、季报扰动等。此前市场开始出现一些偏

负面的声音，但我们持续强调本轮市场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经济转型过程中

对资本市场的重新定位，包括科创板推出、股票质押风险化解等，如果行

情就此结束，那么前期一切就没有意义。经历近一个月的曲折调整，前期

抑制市场的因素逐渐出现一些边际变化：海外层面，海外市场已经止跌，

2019 年美国经济衰退预期可能证伪；资金层面，外资重新大幅流入，权

益基金发行速度有所加快；业绩层面，市场对于一季报的预期较低，不排

除出现预期差的情况；贸易战层面，中美第八轮、第九轮谈判可能会有好

的结果；政策层面，美联储偏鸽派及国内经济压力之下，不排除货币政策

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我们认为短期市场可能已经调整到位，现在是重新起

航的时候。维持全年高点有望达到 4000 点的判断，资本市场核心地位提

升、减税幅度超预期、地产政策微调、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贸易摩擦缓

和等都是推升行情往上的动力。 

 市场结构层面，我们维持市场主线在“科技创新+金融”的判断，特别是

近期相关方向已经有所调整，后续有望重新出发。上述判断的核心逻辑在

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金融发挥融资定价的关键作

用，而微观层面来看，创业板业绩环比有望优先改善。此外，近期市场对

于基建地产链条的关注度有所提升，把握预期差修复的投资机会。 

 本月组合主要配置思路如下： 

第一，关注科技成长细分领域。包括计算机子行业、国防军工、新能源汽

车、创新药、传媒等方向，季报密集发布时期建议精选业绩表现较好、具

有一定补涨预期的标的。 

第二，优先关注金融板块的券商。受政策拐点及流动性改善影响，券商的

战略性配置机会将逐渐清晰，3 月以来券商板块有所调整，后续有望孕育

新一轮机会。 

第三，关注基建地产相关链条的预期变化。随着专项债提前发行及发改委

新增投资项目加速，二季度基建数据预计将有好转，4 月份一带一路峰会

有望成为重要催化。房地产持续因城施策，“托底”基调下预计 2019 年销

面基本维持平稳，投资增速下滑幅度相对有限。 

 本期组合如下： 

创业慧康、和而泰、东方证券、东方财富、省广集团、海普瑞、贝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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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上海沪工、中国交建，所选标的涵盖计算机、国防军工、非银金

融、传媒、医药、汽车、房地产、机械、建筑等行业，感兴趣的投资者可

以和相关研究员进行详细交流。 

 风险提示：经济超预期下行风险；海外市场大幅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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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月组合回顾 

 三月股票组合结果已经出来，我们选择的股票组合收益率为 10.72%。同期上证综指

收益率 5.09%，超额收益 5.63%。其中凌云股份（34.05%）、银之杰（33.97%）、北陆

药业（18.48%）等标的表现优异。 

 2019 年 3 月配置的主要逻辑：春节之后市场上涨是在风险持续出清（商誉减值、信

用紧缩、中美贸易战）、资金不断入场（外资流入及监管态度变化带来的场外资金入

场）及资本市场制度红利释放（科创板推出、金融供给侧改革）共振下的加速演绎。

两会前后市场仍面临相对较好的政策和外部环境，但本轮监管思路会参考 2015 年牛

市，尽量避免出现暴涨之后的一地鸡毛。本轮行情缺乏基本面的相关支撑，后续市

场核心矛盾有望回归到经济下行预期中去，预计一季度经济数据相对较差，叠加 3-4

月年报和一季报公布，市场可能会有所波动。第一轮调整的位置或在 3000 附近，报

复性反弹之后市场或趋于理性。 

 行业配置层面： 2019 年面临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流动性边际宽松、稳增长和结构

性改革政策持续发力的宏观环境，相对有利于成长股的估值修复，此外短期仍然重

点强调关注受益资本市场制度红利释放的金融板块，而具有逆周期属性的部分行业

具有相对配置价值。 

 三月组合如下：银之杰、海格通信、芒果超媒、北陆药业、凌云股份、中泰化学、

华泰证券、万科 A、平安银行、华电国际，所选标的涵盖计算机、国防军工、传媒、

医药、汽车、化工、非银金融、房地产、银行、电力等行业。 

 回顾起来，3 月市场在 3000 点附近震荡，符合我们之前的判断。资本市场仍具有较

好的政策环境（两会释放政策红利、科创板推出、金融供给侧改革推进等）和外部

环境（美联储暂停加息）。但是随着年报的陆续披露，分子端企业盈利的影响作用正

在逐渐加强。再加上月末海外股市下跌、北上资金净流入放缓等因素影响，3 月下旬

A 股市场有所波动。我们抓住“科技创新+金融”的市场主线，并配置部分具有逆周

期属性的行业，最终三月组合持续跑赢大盘，两只标的的月度收益率超过 30%，整

体取得较为优异的成绩。 

 

表 1：3 月月度组合表现 

代码 股票名称 涨跌幅 推荐原因（一句话说明） 行业 

300085 银之杰 33.97% 主营业务经营良好，构建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计算机 

002465 海格通信 0.00% 2019 年北斗行业应用加速，军工业务恢复性增长 国防军工 

300413 芒果超媒 8.47% 视频网站维持较高景气度，新综艺对后续业绩有提升 化工 

300016 北陆药业 18.48% 核心产品对比剂竞争格局良好，积极布局精准医疗和肿瘤个性化检测 医药生物 

600480 凌云股份 34.05% 原有业务有较强增长动能，新能源汽车电池盒即将放量贡献业绩 汽车 

002092 中泰化学 3.41% 国内 PVC 龙头，毛利率较同行高，一体化优势明显，业绩稳定增长 化工 

601688 华泰证券 -2.61% 双百混改增资再攀高峰，均衡化多元化业务不断发力 非银金融 

000002 万科 A 9.75% 杠杆率较低的低估值龙头房企，经营稳中有进 房地产 

000001 平安银行 3.72% 零售银行转型龙头，充分拥抱 Fintech 大趋势 银行 

600027 华电国际 -2.02% 逆周期和高分红特征，受益成本端压力缓解及电价调整政策逐渐释放 电力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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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月月度组合收益率曲线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2.  四月组合推荐 

 2019 年 4 月配置的股票组合如表所示，主要逻辑： 

3 月市场维持在 2950-3200 区间震荡，主要源于急涨之后的休整需求、短期承接资金

有限、海外市场波动、季报扰动等。此前市场开始出现一些偏负面的声音，但我们

持续强调本轮市场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对资本市场的重新定位，包括

科创板推出、股票质押风险化解等，如果行情就此结束，那么前期一切就没有意义。

经历近一个月的曲折调整，前期抑制市场的因素逐渐出现一些边际变化：海外层面，

海外市场已经止跌，2019 年美国经济衰退预期可能证伪；资金层面，外资重新大幅

流入，权益基金发行速度有所加快；业绩层面，市场对于一季报的预期较低，不排

除出现预期差的情况；贸易战层面，中美第八轮、第九轮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

政策层面，美联储偏鸽派及国内经济压力之下，不排除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可能。

我们认为短期市场可能已经调整到位，现在是重新起航的时候。维持全年高点有望

达到 4000 点的判断，资本市场核心地位提升、减税幅度超预期、地产政策微调、宽

货币向宽信用传导、贸易摩擦缓和等都是推升行情往上的动力。 

 市场结构层面，我们维持市场主线在“科技创新+金融”的判断，特别是近期相关方

向已经有所调整，后续有望重新出发。上述判断的核心逻辑在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国

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金融发挥融资定价的关键作用，而微观层面来看，创业板业

绩环比有望优先改善。此外，近期市场对于基建地产链条的关注度有所提升，把握

预期差修复的投资机会。 

 本月组合主要配置思路如下： 

第一，关注科技成长细分领域。包括计算机子行业、国防军工、新能源汽车、创新

药、传媒等方向，季报密集发布时期建议精选业绩表现较好、具有一定补涨预期的

标的。 

第二，优先关注金融板块的券商。受政策拐点及流动性改善影响，券商的战略性配

置机会将逐渐清晰，3 月以来券商板块有所调整，后续有望孕育新一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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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注基建地产相关链条的预期变化。随着专项债提前发行及发改委新增投资

项目加速，二季度基建数据预计将有好转，4 月份一带一路峰会有望成为重要催化。

房地产持续因城施策，“托底”基调下预计 2019 年销面基本维持平稳，投资增速下

滑幅度相对有限。 

 本期组合如下： 

创业慧康、和而泰、东方证券、东方财富、省广集团、海普瑞、贝斯特、阳光城、

上海沪工、中国交建，所选标的涵盖计算机、国防军工、非银金融、传媒、医药、

汽车、房地产、机械、建筑等行业，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和相关研究员进行详细交

流。 

 

表 2：4 月月度组合推荐 

代码 股票名称 总市值 2018P/E 推荐原因（一句话说明） 推荐行业 

300451 创业慧康 121.85  55.8  国家政策推进医疗信息化，粤港澳大湾区助力公司创新医疗落地 计算机 

002402 和而泰 81.35  32.8  
控制其方向国内龙头企业，军用 TR芯片未来国产化替代，TR芯片

运用于民用 5G产业 
国防军工 

600958 东方证券 833.64  47.7  资管规模和收入均大幅提高，与花旗合资的投行业务稳步推进 非银金融 

300059 东方财富 1001.61  92.3  证券经纪和基金销售业务规模强势上升，研发创新投入持续加大 非银金融 

002400 省广集团 69.56   
主要子公司业绩对赌完成，净利润预期提高，媒介代理和自有媒介

毛利率上升， 
传媒 

002399 海普瑞 323.15  50.8  肝素原料药业务预期将稳定盈利，创新品种即将进入收获期 医药 

300580 贝斯特 35.58  24.0  核心涡轮增压零部件产品竞争力强、市场未来需求旺盛 汽车 

000671 阳光城 338.18  10.8  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杠杆压力减轻，土地储备丰富 房地产 

603131 上海沪工 56.43  77.4  航天领域军民融合的重点企业，产品优质，全球领先 机械 

601800 中国交建 2023.46  9.1  一带一路峰会、货币政策放宽等利好或将吸引大批订单 建筑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3.  风险提示 

 经济超预期下行风险；海外市场大幅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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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投资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 

强烈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行业指数涨幅 15%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行业指数涨幅介于 5%~15%之间;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行业指数涨幅介于-5%~5%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行业指数跌幅 5%以上 

行业评级：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表现战胜市场;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表现与市场同步;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表现弱于市场. 

 

 
长城证券研究所 

深圳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7 层 

邮编：518034  传真：86-755-83516207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2 号阳光大厦 8 层 

邮编：100044  传真：86-10-88366686 

上海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馆路 200 号 A 座 8 层 

邮编：200126 传真：021-31829681 

网址：http://www.cg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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