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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九月投资策略报告 

银河现代服务基金 

一、 市场回顾 

我们在8月初展望市场，认为国内去杠杆的威力逐步显现，金融和经济数据

明显下滑，政策开始逐步转向，但投资者对于政策失误的担忧明显上升，信心受

到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加剧，长期化趋势明显，短期可能爆出黑天鹅。7月

份A股有所企稳反弹，在政策放松的预期兑现之后，市场再度转为下跌。股市供

求关系改善不明显。8月份上述内外因素仍然在发挥作用，预计市场仍将维持弱

势。此外中报陆续公布，从已公布情况来看，经济下滑的影响在逐步体现，因此

预计在市场偏弱的情况下中报会有负面冲击。 

本基金计划降低股票仓位，回到防守状态，收缩组合持仓品种。继续观察中

美贸易摩擦进展、以及国内政策转向的力度，以决定是否加仓。行业层面，我们

继续重点配置防守性较强的医药和食品饮料；银行也将维持较重的配置比例；周

期股受益于政策转向，但博弈成分过重，计划少量参与。预计周期表现之后市场

会再度转向引领未来转型方向的成长股，我们也将密切跟踪目前处于调整之中的

计算机、电子等行业，逐步增加比重。 

从市场表现来看，8月份全球股票表现分化，美国股市继续上涨，持续创出

历史新高，欧洲股市多数调整，亚洲新兴市场小幅上涨。美元指数冲高回落，但

依然在95之上，人民币一度贬值逼近7，在央行启动逆周期因子调节叠加美元贬

值后大幅升值。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冲高回落，美债收益率下行，价差有所

扩大。全球商品多数表现低迷，原油受库存数据及地缘政治影响探底回升，国内

前期表现强劲的钢铁期货见顶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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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A股市场普跌，沪深300跌幅略小，创业板继续跑输，恒生指数跌幅明

显小于A股市场。主要指数依然被20、30日均线压制，成交额再下台阶，下降到

日均2500亿元左右。行业表现来看，今年表现抗跌的家电、食品饮料、休闲服

务等消费行业由于数据转差或预期变化等因素出现补跌，而油气板块、金融、房

地产等相对抗跌，计算机继续保持较为抗跌。3个月的时间长度来看，钢铁、银

行、采掘、建材（主要是水泥）表现居前。至8月底，申万一级行业涨幅全部转

负。 

表：主要指数表现 

指数名称 8月涨幅 7月涨幅 6月涨幅 本年涨幅（截至8.31） 

万得全A -6.36% 2.63% -8.33% -19.83% 

中证100 -4.11% 1.02% -6.74% -14.54% 

沪深300 -5.21% 0.19% -7.66% -17.28% 

创业板综指 -8.07% -2.86% -8.65% -21.34% 

恒生指数 -2.43% 1.29% -4.97% -6.79% 

标普500指数 3.47% 3.6% -0.21% 8.99% 

表：行业表现 

板块 8 月涨幅（%） 7 月涨幅（%） 6 月涨幅（%） 近 3 个月涨幅 今年涨幅（%） 

SW 采掘 1.3547 -0.5888 -3.0734 -2.3842 -10.2291 

SW 通信 -0.3115 0.3300 -14.0286 -13.5183 -23.5371 

SW 银行 -1.4418 7.3351 -6.1160 -0.7253 -6.4255 

SW 计算机 -3.7459 -2.1638 -8.7225 -14.4601 -10.0283 

SW 非银金融 -4.1712 1.9454 -7.5672 -9.1287 -23.1966 

SW 房地产 -4.7094 -1.0172 -7.1906 -12.2185 -20.9620 

SW 化工 -5.4901 2.8415 -6.8596 -9.2510 -10.5011 

SW 建筑装饰 -6.1579 6.4324 -7.5680 -7.6141 -20.8421 

SW 建筑材料 -6.4802 8.6866 -7.6651 -5.9051 -13.6222 

SW 国防军工 -6.5871 4.9743 -7.4717 -9.0627 -21.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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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交通运输 -6.8074 -1.9599 -9.3666 -17.4442 -22.8491 

SW 商业贸易 -7.3392 -1.9221 -15.2994 -23.0631 -22.7015 

SW 钢铁 -7.3606 11.0687 -0.7254 2.0798 -10.9912 

SW 医药生物 -7.5835 -6.5448 -9.1927 -21.5689 -10.6368 

SW 公用事业 -7.6960 3.3807 -8.1858 -12.1452 -20.4810 

SW 机械设备 -7.7774 1.1249 -9.5955 -15.7160 -27.6423 

SW 农林牧渔 -8.1681 1.4269 -12.9278 -18.6248 -21.8197 

SW 综合 -8.2331 2.2385 -12.1782 -17.0528 -34.5396 

SW 电子 -8.4742 -1.2197 -7.2207 -15.4373 -24.7452 

SW 电气设备 -8.5309 -1.4927 -11.1680 -20.2265 -31.4674 

SW 汽车 -8.7349 -3.1245 -7.7713 -18.5712 -26.0326 

SW 轻工制造 -9.2823 -2.8335 -11.6075 -21.8326 -24.8577 

SW 休闲服务 -10.3740 0.4082 -6.0171 -15.9679 -1.4994 

SW 传媒 -10.5999 -2.9791 -10.1335 -22.1123 -32.2015 

SW 食品饮料 -10.6478 -1.6313 -5.8380 -17.1498 -7.7988 

SW 有色金属 -10.6564 -1.1146 -10.7311 -20.5263 -29.7743 

SW 纺织服装 -11.3103 -4.0374 -10.7953 -24.1478 -21.7981 

SW 家用电器 -11.8643 -6.1871 -4.1695 -20.9205 -23.4300 

8月份A股市场为何会再度出现较为明显的下跌？从外部因素来看，特朗普对

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加码征收关税、扩大对于军工企业的禁运名单，土耳其等

新兴市场发生剧烈波动，都加剧了投资者对于外部环境恶化的担忧。国内虽然开

始政策调整，但是投资者对于政策的稳定性和执行效果存疑，信心受挫，普遍转

向悲观。人民币大幅贬值也是触发因素，虽然有美元升值的因素，但可能更多反

映了对于未来经济和货币政策放松的担忧。还有8月集中公布的中报业绩对于市

场冲击较大，经济下滑的影响逐步体现，业绩不及预期的上市公司增加，相关股

票受到明显冲击，这其中有不少是基金重仓股。 

 

二、基金操作回顾 

基金看跌8月份市场，原计划降仓防守，行业配置集中于医药、食品饮料、

银行、择机加仓计算机和电子。指数方向判断正确，全A指数涨幅-6.36%。基金

8月份按计划逐步降低了股票仓位。行业层面判断有对有错，银行、计算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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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配置比例较高，有相对收益；化工没有抓住油气主线；8月最热的主题投资

通信完全没有参与；配置比例较重的医药和食品饮料表现落后，带来较大拖累。 

本月基金净值明显下跌，盈利股票很少，亏损来源较为分散，亏损多数来自

于消费类行业，包括家电、酒店、医药和食品饮料。重仓股频频遭遇大幅下跌是

这二个月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多数是由于业绩不达预期、估值相对较高引发。 

    本基金本月净值涨幅-6.81%，比较基准涨幅-3.44%，大幅跑输比较基准。 

 

三、对于未来市场运行趋势的判断及操作计划 

中期来看，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复苏通道，外需较强，全球货币环境仍然处在

收缩过程之中。中国经济仍处于周期的下降阶段，在外需支撑和政策调整的环境

下下降速度和幅度可能较为缓和；去杠杆仍未结束，但短期内出现阶段性缓和的

迹象。 

具体到9月，从外部环境来看，美联储议息、中美贸易摩擦、新兴市场波动

以及原油价格变化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素。9月美国加息分歧不大，但联储对于

后续加息进程的表态是关注重点，目前来看加息进程还未结束。近期多个新兴市

场货币承压，在美元强势资金回流的大环境下目前还看不到明显改善的迹象，预

计人民币明显走强的概率较低。9月份随着2000亿美元进口加税落地，中美贸易

摩擦进入新阶段，预计短期心理冲击弱化，但对于出口及企业利润的影响可能会

开始逐步显现。原油价格是通胀的重要影响因素，预计随着美国逐步解决与贸易

伙伴的谈判之后，外交重点可能转向伊朗问题，油价易上难下。 

国内经济数据继续下滑，但尚未出现明显失速，刚刚结束的上市公司中报显

示利润增速总体还在15%的较好水平，较一季度有所加速，但季节性环比增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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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历史同期。随着贸易摩擦的影响逐步显现，消费的低迷以及房地产投资可能的

减速，政策调整已经开始，但这次刺激受到财政的约束更多、意愿也没有那么强

烈，预计效果会逐渐显现，但总体应当较为有限。投资者对于减税等政策的担忧

和不满明显上升，对于改革信心下降，情绪受到明显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判断经过连续下跌及8月份业绩等利空冲击之后，9月份市场

大概率能够短暂止跌，预计维持弱势震荡的可能性较大，是否能够出现明显反弹

取决于内外部因素的变化，可能的催化剂包括：①与美国贸易摩擦出现好转迹象；

②前期推出的刺激政策见效，金融和经济数据出现好转；③政策继续加码刺激；

④较为强烈的改革信号出现。 

本基金计划继续保持相对较低的股票仓位，等待较为明确的反弹刺激信号。

对于高位的热门主题性投资机会比如计算机、通信总体保持谨慎。我们的关注重

点转向前期调整幅度较大的消费类行业，比如医药、食品饮料、家电，结合中报

和近期数据调整组合。金融尤其是银行保险也将维持较重的配置比例，主要是相

对低位，从中报来看收入和利润有转好的迹象。周期股总体继续保持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