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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渐入佳境，估值降维进行时 

——A 股市场策略快评 
[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贴现率下行驱动的“金融供给侧慢牛”印证“渐入佳境”。今日 A 股大

涨，成交额自 2 月以来再次突破万亿。我们在 6.7《渐入佳境——A 股

20 年中期策略展望》提出全球修复成主旋律，A 股处于“盈利修复+流

动性维持宽松”的权益友好环境，配置从修复线索寻找“估值降维”；

即使在地缘政治、海外疫情反复等市场分歧较大的时候，我们始终强调

“金融条件宽松是 A 股最核心矛盾”，利用冲击配置“业绩修复弹性”。 

 A 股估值继续修复的驱动力来自于盈利预期改善以及风险偏好提升。

影响估值的三因素：（1）利率水平：5 月以来短端利率中枢有所上移，

但我们始终判断货币政策趋势性收紧需等到 Q4，本周短端利率回落印

证不再构成制约因素。（2）A 股盈利预期改善：6 月 PMI 和 BCI 等景

气调查指标改善，PMI 新出口订单好转对应外需回暖，6 月百强房企销

售超预期，皆印证我们“全球经济修复是主旋律”的判断。（3）A 股风

险偏好提升：国常会与陆家嘴金融论坛夯实“金融供给侧改革”主线、

“减少干预”等表述有助于提升市场风险偏好。因此盈利预期改善与风

险偏好提升共同驱动 A 股估值继续修复。 

 A 股“风格切换”的三个条件目前满足一个半，因此“估值降维”优于

“风格切换”。（1）低估值行业景气度是否显著占优？符合一半，我们

在中期策略展望中指出下半年中国经济可持续修复，6 月超预期的经济

数据初步印证，但由于“混合型财政”刺激和“房住不炒”，强复苏可

能性很小；（2）货币政策是否趋势性收紧？未符合，本周短端利率回落

初步印证；（3）相对估值与机构仓位分布是否比较极致？基本符合。 

 “估值降维”进行时，景气度的修复弹性重于绝对估值高低，我们建

议继续从“业绩修复弹性”中寻找“合理估值”。我们反复强调寻找“修

复”将替代上半年寻找“免疫”的逻辑，投资者对“确定性溢价”需求

边际下降，因此“估值降维”是配置主线。6.28《估值降维，循序渐进》

中我们借助最新的广发各行业中报/年报盈利预测展开了“估值降维”

具体方法：经济修复高频数据验证，因此“估值降维”下沉至“修复”

主线，沿着 20 年盈利增速改善弹性最大、估值处于 A 股历史分位数

（64%）以下象限行业依次为，休闲服务、商贸零售、通信、建材、地

产、非银金融，近日上述行业表现优异印证 A 股“估值降维”进行时！  

 金融供给侧慢牛，配置继续坚定“估值降维”。（1）居民消费需求修复

（休闲服务、零售）；（2）出口修复（机械设备、白电、苹果链消费电

子）；（3）供给需求修复两重一新（建材/重卡、医疗信息化/新能源车）。 

 核心假设风险。疫情持续性不确定，对经济与企业盈利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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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估值降维”沿着业绩修复弹性的合理估值展开：休闲服务、零售、建材、地产、非银等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注：利润增速为归母净利润增速，预测值来自广发行业分析师，盈利加速幅度是累计归母净利润增速之差，相对 PE 是相对 wind 全 A 

 

  

行业
ROE

（TTM）

H1预测利润

增速（%）

盈利加速（%）

H1-Q1

盈利加速（%）

全年-Q1

PE

（TTM）

PE分位数

(2010以来）

相对PE分位数

（2010以来）
PB分位数

计算机 0.9% -5% 120% 137% 92.8 82% 69% 33.6%

交通运输 4.8% -40% 83% 93% 27.9 88% 80% 1.6%

休闲服务 5.7% -70% 80% 110% 115.1 63% 61% 13.6%

采掘 5.0% -10% 75% 80% 10.4 12% 10% 0.0%

商业贸易 5.2% 0% 73% 81% 24.6 21% 6% 16.0%

通信 -3.2% 5% 60% 75% 49.8 43% 23% 0.0%

建筑材料 14.4% 10% 48% 58% 14.0 27% 13% 60.8%

房地产 12.2% 5% 47% 57% 11.5 15% 5% 0.8%

机械设备 3.5% 0% 46% 58% 49.5 68% 58% 45.6%

非银金融 10.1% 20% 44% 14% 16.0 18% 10% 11.2%

传媒 -3.4% -10% 40% 55% 63.1 82% 76% 4.0%

业绩修复弹性 估值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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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要奖项。荣获 2018 年新财富第三名、最具价值金牛分析师、IAMAC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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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伟 斌 ： CPA，资深分析师（专题研究），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4 年 A 股策略研究经验。 

倪   赓 ： 高级分析师（主题策略），中山大学经济学硕士，3 年 A 股策略研究经验。 

韦 冀 星 ： （行业比较），美国杜兰大学金融学硕士，3 年 A 股策略研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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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510627 518026 100045 2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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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制作，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为“广发证券”。本报告的分销依据不同

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由广发证券于该国家或地区的具有相关合法合规经营资质的子公司/经营机构完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接受中国证监会监管，负责本报告于中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分

销。 

广发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具备香港证监会批复的就证券提供意见（4 号牌照）的牌照，接受香港证监会监管，负责本报告于中国香

港地区的分销。 

本报告署名研究人员所持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分析师资质信息和香港证监会批复的牌照信息已于署名研究人员姓名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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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ImportantNotices] 重要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与本报告中提及的公司寻求或正在建立业务关系，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机构因可能存在的潜在利益冲突而对本报告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投资者不应仅依据本报告内容作出任何投资决策。投资者应自主

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者口头承诺均为无效。 

本报告署名研究人员、联系人（以下均简称“研究人员”）针对本报告中相关公司或证券的研究分析内容，在此声明：（1）本报告的全部

分析结论、研究观点均精确反映研究人员于本报告发出当日的关于相关公司或证券的所有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广发证券的立场；（2）研究

人员的部分或全部的报酬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均不会与本报告所述特定分析结论、研究观点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研究人员制作本报告的报酬标准依据研究质量、客户评价、工作量等多种因素确定，其影响因素亦包括广发证券的整体经营收入，该等经

营收入部分来源于广发证券的投资银行类业务。 

本报告仅面向经广发证券授权使用的客户/特定合作机构发送，不对外公开发布，只有接收人才可以使用，且对于接收人而言具有保密义

务。广发证券并不因相关人员通过其他途径收到或阅读本报告而视其为广发证券的客户。在特定国家或地区传播或者发布本报告可能违反

当地法律，广发证券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允许于该等国家或地区传播或者分销本报告。 

本报告所提及证券可能不被允许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内出售。请注意，投资涉及风险，证券价格可能会波动，因此投资回报可能会有所变

化，过去的业绩并不保证未来的表现。本报告的内容、观点或建议并未考虑任何个别客户的具体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和特殊需求，不应被

视为对特定客户关于特定证券或金融工具的投资建议。本报告发送给某客户是基于该客户被认为有能力独立评估投资风险、独立行使投资

决策并独立承担相应风险。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广发证券认为可靠，但广发证券不对其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报告内容仅供参考，报告

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涉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广发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引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除非法律法规

有明确规定。客户不应以本报告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本报告做出决策，如有需要，应先咨询专业意见。 

广发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信息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反映研究人员的不同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并不代表广发证

券的立场。广发证券的销售人员、交易员或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其客户或自营交易部门提供与本报告观点相反的市场

评论或交易策略，广发证券的自营交易部门亦可能会有与本报告观点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投资策略。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研

究人员于发出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且无需另行通告。广发证券或其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的相关董事、高级职员、分析师和员工可

能拥有本报告所提及证券的权益。在阅读本报告时，收件人应了解相关的权益披露（若有）。 

本研究报告可能包括和/或描述/呈列期货合约价格的事实历史信息（“信息”）。请注意此信息仅供用作组成我们的研究方法/分析中的部分论

点/依据/证据，以支持我们对所述相关行业/公司的观点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它并不（明示或暗示）与香港证监会第 5 类受规管活动

（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有关联或构成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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