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空因素交织，A 股能否实现 1 月开门红
12 月国内市场回顾与展望
12 月以来，随着美股调整加上活跃资金的获利了结，市场波动加大。主要
指数均出现回调，12 月上证综指相对跌幅较小，全月下跌 3.64%。创业板指下跌
5.93%，沪深 300 指数下跌 5.11%。
从行业的涨跌幅来看，全月仅有三个行业上涨，餐饮旅游、电力及公用和食
品饮料分别上涨 0.54%、0.32%和 0.03%。受政策影响，医药板块跌幅最为严重，
全月下跌 10.93%。
表 1：12 月 A 股主要指数表现
指数

本月收盘

上月收盘

涨跌幅（%）

上证综合指数

2,493.90

2,588.19

-3.64

深证综合指数

1,267.87

1,337.74

-5.22

沪深 300 指数

3,010.65

3,172.69

-5.11

上证 50 指数

2,293.10

2,428.04

-5.56

中小板指

4,703.03

5,087.57

-7.56

创业板指

1250.53

1329.39

-5.93

数据来源：Wind，汇丰晋信基金管理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宏观数据简评



官方制造业 PMI 与财新制造业 PMI 均跌至荣枯线下方

12 月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49.4，较前值进一步下行 0.6 个
百分点。由于 12 月是自 2016 年 7 月以来首次跌至荣枯线以下，预计对市场预期
影响较大。需求端指标新订单、新出口订单、进口继续下行。新订单指数下行

0.7 个点至 49.7；新出口订单下滑 0.4 个点至 46.6，后者属于 2015 年 11 月以来
最低点。2019 年无论是内需还是外贸依然面临较大的压力，这也意味着需求端
难以出现大幅改善。供给端指标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就业。12 月 PMI 从业人员指
数为 48.0，除了年初经常出现的季节性低点，以及个别时段暂时性的低点之外，
历史上就业跌至 48 以下的时段主要包括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段。原材料价格
和出厂价格分项回落至 2016 年 1 月之前的水平，工业价格通缩压力有所加大。
财新制造业 PMI 录得 49.7，低于 11 月 0.5 个百分点，为 2017 年 6 月以来首
次落入收缩区间。这一走势与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一致。2018 年 12 月，制造业产
量打破连续两月的持平状态，出现小幅回升，不过增速仍远低于年初。制造业新
订单总量出现 2016 年 7 月以来的首次下降。市场需求低迷，导致销售受挫。新
出口订单则连续九个月下降，但降幅较 11 月收窄。制造业界对未来 12 个月的经
营前景信心度回升至三个月高点，但相比历史数据仍然偏弱。业界主要担心需求
减弱、生产法规收紧带来的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稳增长再次成为首要目标。
如何精准把握宏观调控的度，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工作，是 2019 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
图 1：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与财新制造业 PMI 均跌破 50

数据来源: Wind，截至 2019 年 1 月 5 日

1 月 A 股市场展望
稳增长预计成为未来政策重点
目前宏观经济政策逐渐转向宽松已经成为趋势。尽管 12 月份召开的政治局
会议以及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传递出市场急切盼望的进一步宽松的举
措。但是，大方向上，稳增长预计将成为 2019 年经济工作中的重点。后续是否
会出台有力度的宏观政策是影响行情的关键变量。
我们判断目前阻碍政策快速兑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中美贸易谈判处于重新商
谈期间，在没有谈出一个确定的方案之前，大规模稳增长措施出台还有待观望。
中国央行实施多项举措改善流动性
12 月下旬，央行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同时，央行新增再贴现
和再贷款 1000 亿元。TMLF 要点在于更长期限，更低利率和更倾斜的实体信贷
引导。TMLF 的用意在于引导实体融资成本，尤其是降低民企和小微企业融资成
本。
1 月 4 日，央行宣布将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其中，2019
年 1 月 15 日和 1 月 25 日分别下调 0.5 个百分点。央行称此举能够基本对冲今年
春节前由于现金投放造成的流动性波动，有利于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支持力度。
央行指出，此次降准及相关操作净释放约 8000 亿元长期增量资金，可以有
效增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实体经济贷款资金来源。置换中期借贷便利每年还
可直接降低相关银行付息成本约 200 亿元，通过银行传导有利于实体经济降成
本。这些都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市场多空博弈或成常态，存在结构性机会
2019 年年初，成长股商誉减值、中美贸易不确定性对进出口、经济、就业
的影响可能会继续压制 A 股，但政策层面的积极因素也在增加。展望一月份，

市场有向下考验前期低点的趋势，但政策底的预期也依然存在，因此多空反复博
弈将成为常态。
从全年来看，我们认为 2019 年将结束 2018 年的普跌行情，基于：1）市场
对于经济下行有基本的预期，分歧可能在下行幅度。2）流动性改善推动的估值
修复。目前市场整体估值指标均处于历史相对底部，风险溢价已经上升至历史均
值上方超过 1 倍标准差。信用周期的企稳和政策托底将有助于风险偏好回升，
2019 年是盈利下行和估值上行的平衡，意味着 2019 年是结构性的市场。
我们主要看好：（1）流动性敏感和政府投资的板块，如建筑、新能源设备；
（2）弱周期或者独立周期的板块，如汽车、通胀板块；（3）基于风格看好成长
板块，密切关注其中的子行业。
债市方面回顾：
12 月央行重启逆回购操作旨在引导中长期利率下行，债市大涨。12 月上旬
央行继续暂停操作，到了下旬重启逆回购操作，并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TMLF）操作期限 1 年，实际使用期限可达 3 年，操作利率比 MLF 优惠 15 基
点，旨在引导中长期利率下行。资金面较 11 月有所收紧，但整体仍保持合理充
裕。经济基本面方面，从中观高频数据看，12 月以来，终端需求依然偏弱，三
线以下城市地产销售降幅仍高，而汽车销售增速仍负，虽然工业生产短期稳定，
但缺乏需求的支撑。
截至 12 月 29 日，1 年期国债收于 2.60%，较 11 月末上行 12 基点；10 年期
国债收于 3.23%，较 11 月末下行 13 基点。1 年期和 10 年期国开债分别收于 2.75%、
3.64%，各自较 11 月末下行 18 基点和 19 基点。此外，20 年国开债收益率下行
13 基点至 3.92%，20 年国债收益率下行 16 基点至 3.49%。
展望下月，我们认为债市短期将呈现出多空交织的行情。2018 年末金稳会
研究银行补充资本问题并推动永续债发行，意味着宽信用政策再进一步，而专项
债提前发行或使社融增速提前见底回升，对债市形成一定的负面扰动。预计未来
需求转弱仍将继续拖累生产下滑，经济通胀趋于下行，货币政策偏松格局延续，

基本面与宽货币将继续支撑债券牛市。从长期来看，债市依旧向好，短期调整提
供配置机会。
风险提示
本文件作为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客户服务事项之一，不属于基金的法定公开披露信息或基金宣传推介材料。
本文件所提供之任何信息仅供阅读者参考，既不构成未来本公司管理之基金进行投资决策之必然依据，亦
不构成对阅读者或投资者的任何实质性投资建议或承诺。本公司并不保证本文件所载文字及数据的准确性
及完整性，也不对因此导致的任何第三方投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
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
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它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本文件的著作权归汇丰晋信所有，任何机构或个人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者许可他人以
任何形式对本文件进行复制、发表、引用、刊登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