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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点

 【浙商量化 包赞 王小青】【模仿组合系列二】知己知彼—探秘优秀基

金的“持仓”

本文用模仿组合技术探寻下面三个基金或者基金组合的持仓：
（1）前 20%普通股票型基金等权组合（20191201-20200228）
（2）精选兴全基金公司旗下 5只优秀基金构造的等权组合
（3）睿远成长价值
实际中，公募基金每季度披露前十大重仓股，半年度公布详细持

仓，但是披露具有滞后性，且是季末时点持仓，难以确保组合连续性
和及时性。本文借助人工智能下的模仿组合技术，拟合优秀基金的持
仓，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参考。也通过本文的业绩归因分析，对优秀基
金的超额收益来源进行分析。

 【浙商纺服 于健】爱婴室(603214)深度报告：高端母婴龙头，掘金单

客经济

超预期点：发展单客经济，深耕会员价值
主要逻辑：供应链壁垒较高，上海单店模型有望复制
盈利预测及估值：给予“增持”评级
疫情对于以线下销售为主的母婴连锁行业造成一定冲击，有望加

速公司转型单客经济。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分
别为 1.55/1.72/2.09亿 元，EPS 分别为 1.55/1.72/2.09元。参考行业平
均估值，给予“增持”评级。

 【浙商钢铁 王聪敏】行业专题：疫情影响下的黑色之钢材

当前钢材市场面临弱现实和强预期的双重背景，就现货而言，钢
材价格的确已基本触底

但在短期内，显著上涨的阻力仍然较大
基建稳增长的主要影响在于中期，相对看好远期价格
投资建议：钢铁股从基本面上催化剂不足，但估值优势明显，预

计整体跟随大盘，个股相对看好三类：1）具备成长性的特钢龙头永兴
材料、中信特钢、ST抚钢；2）质地好或成本低的普钢企业宝钢股份、
三钢闽光、方大特钢；3）具备转型预期的沙钢股份、杭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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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与策略

1.1. 【浙商量化 包赞 王小青】【模仿组合系列二】知己知彼——探秘优秀基金的“持仓”

本文用模仿组合技术探寻下面三个基金或者基金组合的持仓：

（4）前 20%普通股票型基金等权组合（20191201-20200228）
（5）精选兴全基金公司旗下 5只优秀基金构造的等权组合，基金包含兴全合润分级（163406.OF）、

兴全精选（163411.OF）、兴全轻资产（163412.OF）、兴全合宜 A（163417.OF）、兴全全球视野（340006.OF）；
（6）睿远成长价值

实际中，公募基金每季度披露前十大重仓股，半年度公布详细持仓，但是披露具有滞后性，且是季末

时点持仓，难以确保组合连续性和及时性。本文借助人工智能下的模仿组合技术，拟合优秀基金的持仓，

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参考。也通过本文的业绩归因分析，对优秀基金的超额收益来源进行分析。

◆模仿组合效果

本文直接利用基金重仓股以及中证 800 成分股，来模拟目标组合的收益序列。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可

以高效地找到跟踪误差极小的模仿组合，且模仿组合所含股票数量较少。此次对上面描述的三个组合进行

模仿计算，发现我们的模仿组合跟踪误差均很小，在 0.35%左右。作者曾在基金公司从事风险管理与业绩

归因分析多年，通过大量的真实数据比对，发现该算法得出的组合与真实持仓可以说是高度重合。此次三

个组合的跟踪误差都很小，表明 20191201-20200228 这个区间内，基金经理的调仓频率不高。

◆重仓行业

表现优异的前 20%普通股票型基金前五大重仓行业依次为电子（26.34%）、医药生物（9.70%）、计

算机（9.36%）、电气设备（8.63%）、传媒（7.80%）。精选兴全基金组合及睿远成长价值 A 则更青睐医

药生物行业。其中，精选兴全基金组合的前三大重仓行业为医药生物（17.83%）、电子（13.97%）及银行

（7.20%）。睿远成长价值 A 的前三大重仓行业为医药生物（18.57%）、电子（16.99%）及食品饮料（12.66%）。

◆绩效归因

近三月内优秀基金之所以能够实现超额收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电子行业的超配能力及更为优秀

的行业内选股能力。优秀基金在电子行业的超额收益达到 11.59%，其次是计算机行业（3.70%）及电气设

备（1.90%）。总的来说，优秀基金组合相对基准基金组合实现了 18.33%的总超额收益。其中总的资产配

置效益为 1.82%、，个股选择效益为 8.98%，交叉效益为 7.53%。

2. 行业与个股

2.1. 【浙商纺服 于健】爱婴室(603214)深度报告：高端母婴龙头，掘金单客经济

报告导读：市场认为拓店为公司主要增长点，我们认为驱动力不纯粹为开店，而是由卖货模式转变为

单客经济，通过提升会员客单价及复购率，打开店效提升空间。

投资要点

超预期点：发展单客经济，深耕会员价值

与市场不同，我们认为公司主要增长驱动力不纯粹为开店，原因为：1）公司为全直营模式，一定程度

限制拓店速度；2）定位中高端，相比规模更注重会员质量；3）母婴行业增速放缓，更考验头部公司精细

化运营能力。公司发展单客经济，本质是对于会员价值的深耕，通过增强服务、全渠道、拓品类等多方式，

使单个顾客的价值最大化，最终体现为店效提升：1）优化服务方面：愈发重视线下活动的服务属性，增强

会员粘性；2）全渠道建设方面：打通线上线下会员系统，提供全面服务；3）拓品类方面：发展自有品牌，

并通过收购皇室玩具中国区总代理商切入婴童玩具赛道，不断延伸品类。公司在 19年中推出MAX会员卡，

并于 20年初升级至MAX pro会员卡，加大会员权益。粗略预计目前MAX pro+MAX会员占总会员人数比

达 3%左右，客单价较普通会员更高。预计公司目前上海/其他地区平均店效在 1200万/600-700万左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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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客单价为 300元左右。随MAX pro会员占比不断提升，公司客单价有望不断提高，打开店效提升空间。

主要逻辑：供应链壁垒较高，上海单店模型有望复制

商品组合策略优异，先提升深度后带动宽度。1）深度：公司奶粉销售占比提升至 50%。奶粉周转快，

提升店效的同时带来稳定现金流。2）宽度：同时布局棉纺等毛利率较高的商品、积极拓展自有品牌。通过

奶粉引流，未来商品结构有望优化，带动利润空间提升。直采比例高带动成本降低，体现较高的供应链壁

垒。1）奶粉比例高带来稳定现金流，使公司能以买断预付采购，获得直采资格。预计奶粉直采比例达 90%，

带动毛利率提升 2-5pct，公司奶粉价格与线上基本一致。2）母婴消费非常重视线下体验，对品牌方来说线

下渠道较线上更易获取新客。公司通过联合品牌共同开展线下推广活动，建立了良好的供应商关系。华东

区母婴龙头，上海单店模型有望复制至其他地区。公司以上海为核心地区，至 19Q3上海已拥有 94家门店。

2015-18年公司不断优化门店位置，上海地区店效不断提升，渠道品牌力日益增强。尽管其他地区目前店效

低于上海，但随门店运营不断成熟、当地消费不断升级，未来上海单店模型有望复制至其他地区。

盈利预测及估值：给予“增持”评级

疫情对于以线下销售为主的母婴连锁行业造成一定冲击，有望加速公司转型单 客经济。我们预计公

司 2019/20/21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55/1.72/2.09亿 元，EPS分别为 1.55/1.72/2.09元。参考行业平均

估值，给予“增持”评级。

2.2. 【浙商钢铁 王聪敏】行业专题：疫情影响下的黑色之钢材

报告导读：疫情导致黑色商品市场大幅波动，原因归结为弱现实和强预期的复杂博弈。我们分析认为

现货短期平稳、中期看涨，黑色期货相对更看好 10月合约。

事件：新冠肺炎的爆发严重影响了钢铁下游企业的正常开工，但是以螺纹和铁矿为首的黑色品种在经

历了短暂的下跌后，却出现了强势反弹，螺纹指数在年后出现大幅度增仓。

投资要点

市场的普遍观点：尽管钢材厂库和社会库存双双创历史新高，但是部分参与者认为：1）新冠疫情对经

济的影响会被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所化解；2）原材料的强势；3）中央定调加速复工，需求只会迟到而不会

消失，由此看涨期货。

我们的观点

1. 当前钢材市场面临弱现实和强预期的双重背景，就现货而言，钢材价格的确已基本触底：1）供应

端，当前螺纹周度产量同比下滑 20%以上，低利润情况下产量难以大幅回升；2）流通环节，产业链流通环

节对于刺激政策的预期较强，现货降价抛售行为告一段落；3）螺纹钢的供给曲线陡峭，决定了在不发生系

统性经济风险的前提假设下，电炉在边际产量上存在有效支撑。

2. 但在短期内，显著上涨的阻力仍然较大：1）成本角度，气候因素所导致的发运减量正在逐步恢复，

钢厂对主流粉矿的继续追逐空间有限，成本支撑并不强；2）需求端，国内复工进度不乐观，从跟踪的现货

钢贸商成交量情况看，日均仅达到 5-6万吨水平，较往年同期仍有至少 30%的差距。

3. 基建稳增长的主要影响在于中期，相对看好远期价格：稳增长刺激政策逐步落实，中期对冲疫情的

负面影响。基于供需测算进行库存推演，预计 5月份之前钢铁社会库存表现仍将弱于往年（预计 3月份螺

纹库存见到 1800万吨左右高点），二季度开始才加速去化，届时钢价具备较强上涨驱动。总体上我们认为

现货价格近月承压，远月相对乐观。

投资建议：现货价格短期上下两难；期货经过前期反弹后贴水逐步修复，后续或跟随现货。预计期货 5
月合约震荡微涨但空间不大，10月合约相对看好。

钢铁股从基本面上催化剂不足，但估值优势明显，预计整体跟随大盘，个股相对看好三类：1）具备成

长性的特钢龙头永兴材料、中信特钢、ST抚钢；2）质地好或成本低的普钢企业宝钢股份、三钢闽光、方

大特钢；3）具备转型预期的沙钢股份、杭钢股份。

风险提示：疫情影响可能出现反复；稳增长项目的资金来源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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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入 ：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表现 ＋20％以上；

2、增持 ：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表现 ＋10％～＋20％；

3、中性 ：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持 ：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

比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

者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

公司” ）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

司没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

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

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

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

险。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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