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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未来一段时间，受到外围扰动增加、政策节奏变化和盈利恢复滞

后的影响，调整将会成为市场的主旋律。从中长期而言，通过对政策与盈利

周期的梳理，我们认为 A 股慢牛的逻辑仍在。政策还远未到转向之时，市

场调整完毕后将进入盈利主导的第二波上涨阶段。 

 如何看待本轮调整：预期之中与意料之外 

（一）预期之中的调整：短期估值与盈利的错位。沪指只用了短短一个季度

时间，就从 2450 点的低位反弹至 3288 点，反弹幅度超 800 点。由于盈利水

平短期并未改善，导致静态估值水平快速拉升，估值与盈利短期形成较大的

错位，很容易引发市场调整。 

（二）意料之外的调整：政策微调+外围扰动。其一，4 月中旬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引发了市场对宽松政策节奏调整的担忧。从 4 月 22 日至 4月 30 日，

沪指从 3279 点回落至 3078 点。其二，外围环境出现了扰动，五一后短短

几个交易日，沪指再度重挫超 200 点。 

 短期调整是主旋律：驱动的变化 

市场调整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旋律，很可能会贯穿整个二、三季度，同时

受到外围扰动增加、政策节奏变化和盈利还未彻底拐头的压制，很可能呈现

出波动剧烈、分化大的特点。 

回顾过去几轮牛市，在经历第一波快速上涨后，都会迎来调整，调整幅度在

15%左右。如果以沪指 2838 点为基准，本轮调整幅度接近 14%，已经较为

充分。但考虑到本轮市场见底后，存在一些特殊性：一方面，政策的刺激力

度要弱于以往周期；其二，外部环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本轮

市场的调整时间可能要长于以往，我们预计会持续 1-2 个季度。 

虽然调整是这一阶段的主旋律，但也是风险与机遇并存，要勇于调整仓位结

构，为市场进入慢牛第二波上涨（复苏加速期和行情甜蜜期）布局。 

 慢牛逻辑仍在：政策与盈利周期的视角 

（一）从时间和效果维度看，政策还远未到转向。从以往的政策周期看，政

策的宽松一般会持续 6-8 个季度，而且都会在经济已经明显好转之后才会转

向。本轮的政策宽松，从时间和效果维度看，远未到转向之时。 

其一，本轮政策宽松持续时间还不到 4 个季度，时间上不足以让政策发挥太

充分的效果。 

其二，效果上只是刚刚显露苗头，离确定性的上升趋势还有差距。叠加中美

经贸摩擦不断，外需不确定性增加，更需要对内政策弥补外围风险。从相对

中性的情景看，我们预测，2019 年三、四季度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增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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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恢复正增长，2019年底政策再伺机转向可能是更合适的时间点。 

（二）未来将进入盈利端主导阶段。我们在此构筑一个理想化的政策与盈利

周期模型： 

第一阶段：盈利加速下行与政策开始放松时期。此时，盈利端的负面占据主

导地位，股价会忽视政策的宽松，进入加速下行阶段，这是股票投资最为痛

苦的阶段，比如 2018 年二至四季度。 

第二阶段：政策放松加力与盈利下行末期。此时，政策宽松成为行情的主导，

股价表现为底部反弹和估值整体修复，比如 2019 年一季度；当然，此时盈

利的复苏还处于领先指标状态，力度和信心仍较弱，政策的一些短期波动也

会带来股价反弹的调整，比如 2019 年二季度。 

第三阶段：盈利加速上升与政策开始转向。这一阶段，盈利的趋势性上行是

市场的主导力量，成为市场上涨最为甜蜜的时期，比如国内的 2016 年四季

度至 2017 年四季度，美国的 2016年至 2017 年的加息周期。 

第四阶段：政策收紧与经济复苏末期。这一阶段，政策和盈利同时对市场形

成压制，市场进入筑顶阶段，比如 2017 年四季度至 2018年一季度。 

我们认为，当前的市场（二季度）正处于第二阶段的中后期，还没有进入第

三阶段，更谈不上进入第四阶段的筑顶时期，这也是我们认为慢牛逻辑仍在

的核心原因。 

（三）新的上涨开启会有哪些特点？站在一个中长期的维度，这一轮调整过

后，市场将会迎来慢牛的第二波上涨（很可能在 2019 年三、四季度间）。

在缺乏政策强刺激的背景下，盈利的改善是个缓慢的过程，当政策与盈利进

入第三阶段后，市场的行情会向波动小、持续时间长的特点演进。第一波上

涨是速战速决，强调的是爆发力；第二波上涨则是持久战，重点是耐力和持

续性。 

以下几条主线值得重点布局：（1）大金融：低估，业绩拐点，具有较好的底

仓配置价值。（2）大消费：布局经济复苏与中长期前景。（3）主题方面：国

企改革与科创板相关。 

 风险提示：外部环境大幅恶化，房地产下行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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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以来，A 股出现了快速而剧烈的调整，沪指短短一个月时间回调近 400 点。

如何看待本轮的调整，慢牛的行情还有吗？未来行情演进的主要驱动是什么？存在哪些

机遇与风险？ 

市场的调整让估值重新回到低估状态，股价与基本面的匹配关系比一季度更为健康，

慢牛的逻辑并未消失，未来在业绩的牵引下将逐步展开新的上升。从未来一个季度看，

行情的驱动力发生了较大的切换：其一，国内货币政策放松边际上有所放慢，使无风险

利率对市场的作用，从积极转为中性；其二，外围扰动增加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风

险偏好下降会使风险溢价转为负面；其三，业绩的恢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一些经济

数据的短期扰动也会出现，短期内盈利预期也会受到压制。 

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调整将是主旋律，处于慢牛第一波上涨后的回调阶段。快

速下杀之后，迎来的可能是磨人的震荡，等待风险偏好的重新回升以及业绩恢复的接力，

才会迎来慢牛的第二波上涨。 

 

图表1： 5-6 月 A股驱动因子图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一、如何看待本轮调整？ 

（一）预期之中的调整：短期估值与盈利的错位 

沪指只用了短短一个季度时间，就从 2450 点的低位反弹至 3288 点，反弹幅度超

800 点。由于盈利水平短期并未改善，导致静态估值水平快速拉升，估值与盈利短期形

成较大的错位，很容易引发市场调整。 

（1）前期估值修复较为充分 

沪深 300 估值快速修复。沪深 300 的 PE（TTM）也从低位的 10.3 倍一度修复至

13.5 倍，在过去十年估值中的分位数从较为低估的 19%上升到了 63%，算不得很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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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沪深 300 估值一度到 13.5倍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创业板指估值修复最充分，已经有些偏贵。目前创业板的估值一度达到 60 倍 PE

（TTM），基本上回到了2016年初的估值水平，在过去十年中的估值分位数也有近75%，

已经有一些偏贵了。 

我们在二季度策略展望报告中指出，“在盈利端没有较大改善的情况下，如果各大指

数继续大幅上涨，就会逐步产生一些泡沫，对更看重价值的港资来说，A 股的吸引力也

会下降。”而北上资金自 4 月份以来确实在大幅流出，这是估值优势消失后的自然结果。 

 

图表3： 创业板估值一度达 6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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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2）盈利短期还处于低谷 

上市公司已经纷纷披露了 2018 年年报和 2019 年一季报。整体来看，上市公司业绩

仍较弱，业绩拐头回升仍需要一段时间。具体来看， 

一季度整体业绩仍承压。2018 年全部 A 股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 1.9%，比前三季度

增速大幅下滑超 12 个百分点，受到经济下行以及商誉大幅减值的双重拖累。一季度归母

净利润同比增长 9.4%，已经有所回升，主要受到金融业利润走高的带动.。剔除金融股

的 2018 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 5.4%，比前三季度增速大幅下降近 22 个百分点，一季

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3%。目前经济的先行指标（社融、PMI等）均已出现拐点，根

据以往的规律，我们预计上市公司业绩在二季度或三季度将回升。 

主板业绩明显优于中小创。2018 年创业板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69.4%，一季度继续

同比下降 14.8%；2018年中小板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32%，一季度继续同比下降 5.2%。

即使剔除商誉减值的影响，中小创业绩下滑程度依然较大。 

食品饮料、建筑材料持续保持高景气；通信、军工、非银、计算机一季度业绩高增。

食品饮料 2018 年归母净利润增长 26.2%，一季度增长 23.2%，非常稳定；建筑材料 2018

年归母净利润增长 61.5%，一季度延续 41.7%的高增长。从短期业绩高增长来看，2019

年一季度通信、军工、非银和计算机排名靠前，归母净利润分别增长 1092%，72.4%，

71.3%和 64.5%。 

 

图表4： 创业板和中小板业绩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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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二）意料之外的调整：政策微调+外围扰动 

但真正诱发市场调整的导火索却是偶然性的超预期事件：其一，4 月中旬的中央政

治局会议引发了市场对宽松政策节奏调整的担忧。从 4月22日至 4月 30日，沪指从 3279

点回落至 3078 点。其二，外围环境出现了扰动，五一后短短几个交易日，沪指再度重

挫超 200 点。我们此前一直担心美股会发生调整风险，但最终引发全球市场风险偏好下

降的却是中美经贸磋商出现了一些阻碍。 

 

图表5： 市场调整速度非常快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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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短期调整是主旋律：驱动的变化 

市场调整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旋律，很可能会贯穿整个二、三季度，同时受到外

围扰动增加、政策节奏变化和盈利还未彻底拐头的压制，很可能呈现出波动剧烈、分化

大的特点。 

 

图表6： 2005 年的市场调整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一般在市场大底出现后，往往盈利的恢复还存在一些反复，这时市场很容易将信将

疑，再加上估值如果修复过快的话，很容易出现调整。 

回顾过去几轮牛市，在经历第一波快速上涨后，都会迎来调整，调整幅度在 15%左

右。比如，2005 年 6 月沪指触及 998 点后 3 个月快速反弹了 22.5%，但随后到 2015 年

底又回落至 1070 点附近，回调幅度达 13%；2008 年 10 月沪指触及 1664 点见底，然

后迅速反弹至 12 月初的 2100 点，涨幅达 26%，但很快市场又回调到 12 月底的 1814

点，回调幅度为 14%。 

历史虽然不会简单重复，但值得借鉴。如果以沪指 2838 点为基准，本轮调整幅度

接近 14%，已经较为充分。但考虑到本轮市场见底后，存在一些特殊性：一方面，政策

的刺激力度要弱于以往周期；其二，外部环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本轮市

场的调整时间可能要长于以往，我们预计会持续 1-2 个季度。 

 

图表7： 2008 年底的市场调整 



 策略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9 / 18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虽然调整是这一阶段的主旋律，但也是风险与机遇并存，要勇于调整仓位结构，为

市场进入慢牛第二波上涨（复苏加速期和行情甜蜜期）布局。 

（一）风险溢价趋于负面：外围扰动增加 

一季度，中美经贸关系的改善以及美股的回升，带来全球风险偏好的提升，是 A 股

估值提升的关键力量。当下阶段，中美贸易摩擦增多，美股构筑双头的概率也在增大，

外围扰动增加会使风险溢价趋于负面。 

（1）美股对美联储鸽派政策及 EPS 均有透支 

我们在二季度策略展望报告中，尤其提示了美股风险。美股虽然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但对美联储政策转向和经济基本面可能都存在一定程度透支，美股短期构筑双头的概率

增大。美股处于美联储降息观察期，是一个危险较多的时期。 

 

图表8： 美股短期或构筑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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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根据 CME 的数据，市场预期今年 12 月美联储降息的概率高达 75%，但美联储的政

策信息似乎还没有走到如此宽松的程度。在 5 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主席鲍

威尔表示，“当前的政策是合适的，没有看到加息或者降息的必要。”也就是说，美联储

的观望情绪更浓一些，市场的政策预期存在一定程度的抢跑和透支。 

 

图表9： 市场对美联储今年降息的预期很高 

 

资料来源：CME，联讯证券 

 

美股创下新高之后，估值修复也较为充分，当前 PE(TTM)为 21 倍，处于 2012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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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62%分位水平。一季度美股的 EPS 增速勉强维持正增长，好于此前负增长的悲观预

期，但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股盈利大概率会向下。 

 

图表10： 美股的估值修复也较快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2）中美贸易摩擦短期难以消除 

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仍在继续，主要的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关税要不要取

消；其二，关于采购的数量问题；其三，协议文本的平衡性问题。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很

可能进入“边打边谈”的局面，这无疑增加了短期的不确定性。 

5 月 9 日，美国政府宣布，自 5月 10 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 2000 亿美元清单商品

加征的关税税率由 10%提高到 25%。 

5 月 13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 6月 1 日起，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 600

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分别实施 25%、20%或 10%加征关

税。对之前加征 5%关税的税目商品，仍继续加征 5%关税。 

5 月 14 日，美国贸易代表（USTR）办公室发布公告，将就约 3000 亿美元中国商

品加征 25%关税征求意见并举行公开听证会，USTR 还在附件中公布了一份涵盖 3805

种产品、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在内的征税清单。 

（二）无风险利率转为中性：政策节奏变化 

4 月 19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表达出了对经济和政策的一些微妙变化，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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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六稳”没有被提及。去年被反复提及的“六稳”（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

稳投资、稳预期），没有出现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中。一季度经济各方面数据恢复都好预期，

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回暖和汇率的走强。政治局会议指出，“一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

于预期，开局良好。” 

其二，稳增长政策可能弱化。政治局会议提出，“通过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的新进展

巩固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强调“注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一季度央行

货币政策例会指出，“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总闸门”的提法再次

出现。这一系列的迹象表明，在前期稳增长取得一定成果后，政策节奏可能正在发生微

妙的变化。 

 

图表11： 10 年期国债利率上升很快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我们也可以看到，2018 年下半年快速下行的无风险利率，4 月以来出现了明显的逆

转。10 年期国债利率从 3.06%的低位迅速反弹至 3.43%。 

（三）短期盈利恢复仍需要时间 

虽然货币和社融增速已经拐头向上，根据以往的规律，传导至上市公司盈利端大约

需要 6 个月以上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等到三季度才能看到盈利增速的上升。 

在 3 月社融增速大幅走高之后，4 月季节性回落至 10.4%，贷款不及预期且“非标”

似乎有再度收紧迹象。另外，4 月制造业 PMI 为 50.1%，比 3 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4

月出口（美元计价）增速也从一季度的 1.4%回落到-2.7%。结合政策节奏的“微调”，市

场很可能会担心此前社融拐点和一季度经济回暖的持续性，这会一定程度上压制盈利预

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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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 货币与社融拐点传导至盈利端需要时间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三、慢牛逻辑仍在：政策与盈利周期的视角 

（一）从时间和效果维度看，政策还远未到转向 

目前，市场上对宏观政策的微妙变化过度敏感。中国的经济体量巨大，一旦经济的

发动机启动之后，并不容易迅速转向，一轮政策的周期往往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通过

梳理过去三轮政策周期，可以发现，政策的宽松一般会持续 6-8 个季度，而且都会在经

济已经明显好转之后才会转向。 

（1）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持续时间大于 6个季度。政策的宽松始于 2018

年四季度，在 2009 年经济明显大幅回升之后（2009Q4非金融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首次

恢复到正增长，为 25.6%），2010 年一季度央行重新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视为宽

松政策的转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2008 年政策组合中，降准降息只是一部分政策，在央行上调

准备金率后，前期大幅启动的“四万亿”仍在发挥刺激作用，所以实际的刺激时间远超

6 个季度。 

（2）2012年的政策宽松，持续时间 6个季度。“四万亿”退出后，经济出现明显回

落，为了延缓经济的下行，央行于 2011 年四季度降准，持续到 2013 年一季度（2013

年二季度出现了“钱荒”），非金融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增速在 2013 年一季度首次恢复

到正增长，为 3.9%。 

（3）2014年的政策宽松，持续时间 6-8个季度。2013 年-2014 年中国经济遭遇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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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工业通缩，宏观政策在 2014 年四季度对房地产进行松绑，同时央行也降息，这一

宽松政策至少持续到了 2016 年一季度的最后一次降准。随后，政策大概进入了观察期，

真正的转向收紧出现了 2016 年四季度（政治局会议强调防风险）。2016 年三季度，非

金融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恢复正增长，为 7.7%。 

 

图表13： 历史上的政策转向与上市公司盈利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我们再来检视一下本轮的政策宽松，从时间和效果维度看，远未到转向之时。 

其一，本轮政策宽松持续时间还不到 4个季度，时间上不足以让政策发挥太充分的

效果。本轮政策的宽松大致始于 2018年 6-7 月间（6 月央行降准，7 月加强基建投资），

持续至今还不足 4 个季度，比以往的宽松周期都要短。而且本轮政策宽松的力度相对较

为温和，要达到效果本身就需要更长的持续时间。 

其二，效果上只是刚刚显露苗头，离确定性的上升趋势还有差距。一季度经济各方

面数据虽然都好于预期，但也只是勉强止住下滑势头，上市公司盈利依然是负增长，效

果还需要巩固。叠加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外需不确定性增加，更需要对内政策弥补外围

风险。 

从相对中性的情景看，我们预测，2019年三、四季度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增速才会

恢复正增长，2019年底政策再伺机转向可能是更合适的时间点。 

（二）未来将进入盈利端主导阶段 

股票价格会同时受到政策端（分母）和盈利端（分子）的交错影响，在不同的阶段，

两者的影响力不同，对股价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很大差异。我们在此构筑一个理想化的政

策与盈利周期模型，政策对盈利的反馈是相对滞后的，具体而言如下： 

第一阶段：盈利加速下行与政策开始放松时期。这一阶段，政策当局已经意识到经

济有衰退（大幅下行）的风险，政策开始转向宽松，但此阶段盈利（或预期）是加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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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此时，盈利端的负面占据主导地位，股价会忽视政策的宽松，进入加速下行阶段，

这是股票投资最为痛苦的阶段，比如 2018年二至四季度。 

 

图表14： 政策与盈利周期对股价的影响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第二阶段：政策放松加力与盈利下行末期。这一阶段，政策不断加力，而盈利下行

此前也得到了充分释放，开始进入盈利下行的末期或者复苏的初期。此时，政策宽松成

为行情的主导，股价表现为底部反弹和估值整体修复，比如 2019 年一季度；当然，此

时盈利的复苏还处于领先指标状态，力度和信心仍较弱，政策的一些短期波动也会带来

股价反弹的调整，比如 2019 年二季度。 

第三阶段：盈利加速上升与政策开始转向。这一阶段，经济已经彻底进入复苏，盈

利端开始加速上行，作为逆周期的宏观政策会开始转向。但此时，盈利的趋势性上行是

市场的主导力量，成为市场上涨最为甜蜜的时期，比如国内的 2016 年四季度至 2017 年

四季度，美国的 2016 年至 2017年的加息周期。 

第四阶段：政策收紧与经济复苏末期。这一阶段，随着经济不断上行（甚至可能过

热），政策的收紧力度加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盈利的上行也呈现疲态（甚至出现拐头向

下）。此时，政策和盈利同时对市场形成压制，市场进入筑顶阶段，比如 2017 年四季度

至 2018 年一季度。 

我们认为，当前的市场（二季度）正处于第二阶段的中后期，还没有进入第三阶段，

更谈不上进入第四阶段的筑顶时期，这也是我们认为慢牛逻辑仍在的核心原因。 

当然，上述只是一个标准的理想化模型划分，实际情况的呈现会受到政策强弱和市

场估值的干扰，市场经常会有跨阶段的表现。比如 2008 年的“四万亿”和 2014 年的房

地产放松，政策的启动力度都很大，导致市场同步于政策转向而见底。而且估值修复都

非常快，均在 1 年不到的时间指数涨幅超过 100%，导致市场提前透支了第三阶段的行

情，很快直接进入第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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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的上涨开启会有哪些特点？ 

站在一个中长期的维度，这一轮调整过后，市场将会迎来慢牛的第二波上涨（很可

能在 2019 年三、四季度间）。在缺乏政策强刺激的背景下，盈利的改善是个缓慢的过程，

当政策与盈利进入第三阶段后，市场的行情会向波动小、持续时间长的特点演进。第一

波上涨是速战速决，强调的是爆发力；第二波上涨则是持久战，重点是耐力和持续性。 

以下几条主线值得重点布局： 

（1）大金融：低估，业绩拐点，具有较好的底仓配置价值。一方面，大部分金融股

的估值依然偏低，是少有的价值洼地；另一方面，券商和保险将受益于资本市场的回暖，

今年业绩有望从底部大幅回升。 

（2）大消费：布局经济复苏与中长期前景。一方面是，家电、汽车等耐用品消费板

块；另一方面，业绩一直较为稳定的食品饮料和医药板块。 

（3）主题方面：国企改革与科创板相关。近期国企改革动作频频，比如发布国有资

本的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方案，未来国企改革有望提速；而科创板的配套措施也在加速落

地，年中可能正式推出，相关板块和标的有望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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