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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研究 

宏观经济：全球通胀的弱回归 

美国通胀回升但中枢下移。预防性储蓄增加、企业债务压力较大、贫富

差距扩大等原因可能导致美国的通胀中枢低于疫情前。但疫情导致的企业僵

尸化、“逆全球化”加深，可能使供给曲线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短期内随着

产出缺口的收窄，中国 PPI 增速可能逐渐向 0 收敛。随着货币宽松措施落地，

债券收益率将随之而下。3 月底之后，不仅大盘中枢上移，而且医药、消费、

科技板块走出结构性牛市，“赚钱效应”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股市。

与此同时，欧美实施负利率、零利率，货币环境宽松，融资成本较低，外资

也将持续流入 A 股。 

策略研究：资金将会继续推升股市 

上证综指自 2019 年 5 月以来一直围绕 3000 点上下震荡，与此同时，我

们观察到股票的总需求（资金流入）出现了系统性的抬升。股票型基金和类

固收产品发行量大幅增加，证券公司客户结算资金也出现了中枢抬升。融资

余额/上证综指突破了 2015 年 Q4-2019 年 Q2 的震荡区间，说明融资余额的

上涨幅度远超指数的上涨幅度，融资余额中中长期资金开始增加。不断增加

的资金将会继续推升市场，三季度有可能比二季度更强。 

风险提示：经济恢复不及预期或超预期；市场和经济基本面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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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涨跌幅（日度）  
涨跌幅前五  涨跌幅后五  

房地产 1.65% 纺织服装 -1.12% 

家用电器 1.22% 国防军工 -0.96% 

电子 0.99% 医药生物 -0.84% 

银行 0.92% 钢铁 -0.7% 

电气设备 0.85% 商业贸易 -0.57% 
 
 

相关报告  
《全球通胀的弱回归》2020-06-28 

《资金将会继续推升股市》202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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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量研究 

1.1、 宏观经济：全球通胀的弱回归 

通货膨胀分析框架。本文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中，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是

总供给方程，总需求方程由货币数量方程变化而来。疫情对通胀的影响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疫情发生之后，供给曲线左移，但是需求曲线左移的程度大于

供给曲线，最终通货膨胀下降、产出下降。第二阶段，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供

给能力先回复，产出上升，通货膨胀进一步下降，但下降幅度放缓。第三阶段，需

求紧接着活跃起来，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总需求曲线右移，最终通货膨胀上升、产

出增加。 

美国通胀回升但中枢下移。基础货币投放到通货膨胀存在几个环节。首先，基

础货币投放要来带动货币供应量上升。其次，货币流通速度要上去。疫情期间 M2

扩张，货币流通速度下去了，随着经济活动修复，货币流通速度将会上升，这将带

来通货膨胀。但是预防性储蓄增加、企业债务压力较大、贫富差距扩大等原因可能

导致美国的通胀中枢低于疫情前。疫情导致的企业僵尸化、“逆全球化”加深，可

能使供给曲线无法恢复到疫情前，如果供给冲击比较严重，也不排除美国未来通胀

中枢高于疫情前。 

中国 PPI 通胀的短期回归。短期内随着产出缺口的收窄，PPI 增速可能逐渐向

0 收敛，由于刺激政策的滞后性，以及供给也在收窄，产出缺口可能下四季度转为

正，PPI 增速转为正的，此后随着经济刺激效应的减弱，实际经济增速将下滑，产

出缺口下降，最终需求和供给实现均衡，PPI 增速收敛到 0 附近。和 PPI 增速逐渐

回升不同的是，高基数下下半年 CPI 增速中枢下行。 

宽货币主导债券利率下行。由于缺乏金融工具、社会保障待完善、利率尚未完

全市场化等原因，中国居民和企业行为决策对经济基本面反应迟钝，这就导致金融

市场的资金供给和需求对经济基本面不是很敏感，中国债券收益率主要受央行货币

政策的影响。三季度产出缺口不断收窄，在此期间货币需要保持宽度，四季度产出

缺口有望实现正值，PPI 出现通胀，即使货币政策调整也是在四季度。随着货币宽

松措施落地，债券收益率将随之而下。 

货币宽松下的股市。M2 增速上升并不意味着资金一定会进入股市，M2 增速

不上升也不意味着缺乏进入股市的资金。根据经验，只有当股市已经形成上涨趋势

之后，在“赚钱效应”的吸引下，社会资金才会进入股市。3 月底之后，不仅大盘

中枢上移，而且医药、消费、科技板块走出结构性牛市，“赚钱效应”将吸引更多

的社会资金进入股市，近期偏股型基金发行规模上升就是证明，预计流动性在三季

度将快速进入股市。与此同时，欧美实施负利率、零利率，货币环境宽松，融资成

本较低，外资也将持续流入 A 股。由于消费、成长股前期上涨较快，估值偏高，

而周期股估值相对较低，随着经济增速、企业利润的改善，市场风格确实存在转向

周期股的可能，不过 2021 年周期企业盈利增速再次下滑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事情，

届时市场可能又转向长期逻辑，偏好消费和成长股。 

风险提示：经济恢复不及预期或超预期；市场和经济基本面脱节。 

1.2、 策略研究：资金将会继续推升股市 

如果从股市的资金供需结构来看，股市现在的点位可能是大幅低估的。上证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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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自 2019 年 5 月以来一直围绕 3000 点上下震荡，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股票的总

需求（资金流入）出现了系统性的抬升。股票型基金和类固收产品发行量大幅增加，

证券公司客户结算资金也出现了中枢抬升。融资余额/上证综指突破了 2015 年

Q4-2019 年 Q2 的震荡区间，说明融资余额的上涨幅度远超指数的上涨幅度，融资

余额中中长期资金开始增加。不断增加的资金将会继续推升市场，三季度有可能比

二季度更强。 

（1）上半年 A 股的资金非常多。当下 A 股的资金格局非常好，2020 年上半

年流入股市的资金已经快接近 2019 年全年的规模了（具体数据详见《2020 年下半

年 A 股投资策略：增量资金已是趋势》）。 

如果从股市的资金供需结构来看，股市现在的点位可能是大幅低估的。上证综

指自 2019 年 5 月以来一直围绕 3000 点上下震荡，股市总的流通市值（总供给）小

幅抬升。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股票的总需求（资金流入）出现了系统性的抬升。

在指数没有大幅上涨的背景下，股票型基金和类固收产品发行量大幅增加，证券公

司客户结算资金也出现了中枢抬升。 

融资余额/上证综指突破了 2015 年 Q4-2019 年 Q2 的震荡区间，说明融资余额

的上涨幅度远超指数的上涨幅度，融资余额中中长期资金开始增加。外资最近 3 个

月流入较快，整体流入速度和 2019 年差不多。 

（2）未来的钱可能依然会继续流入。资金流入股市已经形成趋势，除非理财、

房地产等资产收益出现“极为快速的上行”，否则这一趋势很难扭转。最近 2 个月

国债利率大幅上行，我们认为这很难改变股市的相对风险收益比。一方面理财收益

历史上波动主要跟随利率大趋势，而不是季度的波动。另一方面，利率的剧烈波动，

会大幅增加固收型产品的波动率，本质其实是不利于居民持续增加配置的。 

（3）短期策略：增量资金将会承接存量资金的调仓需求。从估值的角度看，

部分板块确实有点贵，但考虑到股市整体估值不贵，而且资金还在不断增多，所以

我们认为，股市中枢依然存在继续上行的可能。 

行业配置建议：消费股继续持有，存量资金已经配置到高位，但可以期待增量

资金的推升，消费可能会阶段性类似 2 月的半导体。科技股去年 Q4-今年 Q1 估值

急速拉升，市场需要时间或基本面超预期方能继续创新高，到了验证销量的时候了，

关注新能源车、消费电子。金融股中，券商有趋势性的逻辑（金融创新），可以重

点关注，是可能成为黑马的行业。 

风险提示：房地产市场超预期下行，美股剧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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