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波动加大，估值修复反复
2 月国内市场回顾与展望
2 月份，几个前期压制市场表现的因素都出现了积极转好的信号，包括社融
企稳、中美贸易谈判进展顺利、资本市场改革预期增强。在几个利好因素的共振
下，风险偏好回升，市场迎来大幅反弹。
从各指数表现来看，上证综指上涨 14%，沪深 300 上涨 15%，中小板上涨 22%，
创业板上涨 22%。从行业的涨跌幅来看，弹性较高的行业涨幅居前。其中，2 月
当月涨幅前五的行业分别是电子、通信、计算机、非银和传媒，涨幅分别为 28%、
28%、28%、26%和 25%。涨跌后 5 名的行业是煤炭、食品饮料、家电、石油石化、
银行，涨幅分别为 12%、11%、11%、11%、8%。
表 1：2 月 A 股主要指数表现

指数
上证综合指数
深证综合指数
沪深300指数
上证50指数
中小板指
创业板指

本月收盘
2,954
1,541
3,678
2,750
5,881
1,520

上月收盘

涨跌幅（%）

2,585
1,275
3,202
2,483
4,837
1,228

14%
21%
15%
11%
22%
24%

数据来源：Wind，汇丰晋信基金管理公司，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主要宏观数据简评
2 月份是宏观数据相对的真空期，并且会受到春节因素的干扰，尤其是 PMI
和 CPI 数据。PMI 连续两个月低于 50 荣枯线，总体需求增长仍然相对低迷、工
业品库存水平走弱。CPI 从全年来看，1、2 月份是 2019 年低点，高点在 2 季度，
整体来看今年通胀整体温和，不是股债表现的决定性因素。
超预期的是 1 月份的社融数据。3.2 万亿信贷和 4.6 万亿社融意味着社融增
速已经企稳，这是 2 月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的主要因素。但是正如我们近期一直
强调的，社融企稳但是仍在低位，很难看到新一轮大规模信用扩张周期。
统计局 PMI 连续 2 个月低于 50 荣枯线，总体需求增长仍然低迷
1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5，较上月微升 0.1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
活动指数为 54.7，较上月提升 0.9 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3.2，较上

月提升 0.6 个百分点。1 月中采制造业 PMI 指数从 2019 年 12 月的 49.4 小幅回
升至 49.5，高于市场预期的 49.3。但从绝对水平来说，已经连续两个月低于 50
荣枯线。
图 1：统计局 PMI 连续 2 个月低于 50 荣枯线

数据来源: Wind，汇丰晋信基金管理公司，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分结构来看，原材料库存指数回升 1 个百分点至 48.1，但产成品库存指数
下降 1 个百分点至 47.1，意味着上游工业品在补库存，但需求依然较为疲软。
生产指数回升 0.1 个百分点至 50.9，但需求端新订单指数微降 0.1 个百分点至
49.6。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小型企业继续分化。1 月大型企业 PMI 上升 1.2 个百
分点至 51.3。但是，中型企业 PMI 下降 1.2 个百分点至 47.2；小型企业 PMI 从
上月的 48.6 进一步下跌至 47.3。
1 月制造业 PMI 数据表明总体需求增长仍然低迷。虽有小幅反弹，也主要是
上游工业品的补库存需求推动。生产、新订单以及价格指标仍处于低位，总需求
依然面临进一步下滑的压力。往前看，我们需继续关注信贷、社融等经济领先指
标的走势以及进一步的逆周期政策进展。
1 月份社融余额增速企稳，经济下行压力缓解
1 月份信贷新增 3.23 万亿。信贷总量基本符合预期，结构上票据是主要增
量。同比多增 3300 亿，也基本符合预期。结构上，居民贷款增加 1 万亿，企业
贷款增加 2.6 万亿，票据融资 5000 亿。融资结构上基本上是信用扩张早期的特
征，信贷总量扩张，但是结构上以新增票据为主。
社融总量大幅超预期。1 月份社融新增 4.64 万亿，同比多增 1.56 万亿。其
中，对实体经济发放贷款同比多增 9000 亿，表外融资同比多增 2300 亿，企业债
券净发行同比多增 3700 亿。结构上，表外融资结束了连续几个月收缩的态势，
企业债券净发行也创新高。同时，1 月份社融余额增速企稳，经济下行压力缓解。
作为经济领先指标，社融余额增速的企稳可以预见经济周期的企稳有望在接下来
2、3 季度内看到。虽难以直接开启一轮新的经济复苏，进而大幅提升企业盈利，
但是经济下行压力减缓的预期，有助于市场情绪和风险偏好的修复。

图 2：1 月份社融大超预期，社融余额增速企稳

数据来源: Wind，汇丰晋信基金管理公司，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3 月 A 股市场展望
近期上涨：风险偏好提升驱动
2 月市场情绪出现很大的修复，成交量一度突破万亿，换手率也接近
2014-2015 年高位的水平。1 月份社融企稳有助于修复市场对于经济的担忧，中
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解，也减轻了出口回落的压力。另外，股票市场稳定了服务
实体经济的定位。这几个利好因素的共振，带来了市场的反弹和估值修复。
对于市场近期的大幅上涨，我们认为：这是一轮风险偏好提升驱动的行情。
我们在 2019 年年度策略中提到，2019 年将是分子（企业盈利回落）和分母（估
值扩张）的赛跑。但其不太可能开启一轮类似 2014-2015 年的泡沫行情。当前经
济依然处于下行压力下，并且市场对于下行幅度依然有比较大的分歧。在这样的
宏观背景下开启一轮杠杆和风险偏好提升的过程是比较不稳定的。同时近期增量
资金入市的迹象非常明显，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个人投资者，这会使得短期内
市场的波动加大，并且不太可测。不过从中长期来看，年初的市场已经企稳。
3 月展望：估值修复将会有所反复
对于 3 月份的展望，我们认为，市场的主要矛盾将重新回到对经济基本面的
判断上。3 月上旬公布的经济数据是重要的观察变量。从一些高频数据的分析来
看，包括节后客流返工情况、电厂耗煤等，1、2 月份的经济数据可能比较平淡。
风险偏好我们认为大概率会延续比较好的状态。3 月份召开的两会，大概率将延
续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逆周期货币政策调控、财政政策降税减费都
是值得期待的。经过年初的估值修复，目前市场的估值依然处在比较有吸引力的
位置。但是短期经过一轮快速修复之后，波动率会加大，需要做好回撤控制。
中期来看，2018 年单边缩量下跌的市场已经结束了，当前位置依然有估值
修复空间，个股层面仍然可以挑选出一批符合我们 PB-ROE 体系的标的，但由于
经济仍然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意味着估值修复可能将会有所反复。
债市方面回顾：
2 月债市整体呈震荡态势，主要受到宽信用预期、地方债供给冲击以及股债
跷跷板效应的影响。经济数据方面喜忧参半。2 月中国制造业 PMI 显示生产偏弱

但需求回暖，好转主要集中于大型企业。考虑到去年年末以来基建项目密集推出、
地方债和信贷同步放量，短期需求回暖或与投资项目集中释放有关，但持续性仍
需观察。而 2 月份公布的社融数据，在新增信贷、非标超预期，债券融资放量等
多因素拉动下，整体好于预期，增速反弹。在地产低迷的状况下，融资企稳但未
大幅激增，2019 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在此影响下，截至 2 月 28 日，1 年期国债收于 2.41%，较 1 月末上行 2 基点；
10 年期国债收于 3.17%，较 1 月末上行 7 基点。1 年期国开债收于 2.54%，较 1
月末持平；10 年期国开债收于 3.68%，较 1 月末上行 13 基点。此外，20 年国开
债收益率上行 1 基点至 3.96%，20 年国债收益率上行 5 基点至 3.49%。
展望 3 月，我们认为债市大幅回调风险较为有限，向下仍有一定的空间。导
致前期债市回调的主要原因是宽信用预期、地方债供给冲击以及股债跷跷板效
应，加之基建投资回升，引发对重走举债发展老路的担忧。
但我们认为本轮基建投资只是有助于企稳而非强刺激。从经济基本面看，地
产销量走弱制约投资增速，基建受制于地方政府债务约束，而工业增长受制于需
求端。前期居民大幅举债透支了部分消费能力，出口方面外需走弱，贸易摩擦持
续，经济下行压力仍大，对债市支撑仍在。因此从长期来看，债市依旧向好，短
期调整，为我们提供了配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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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