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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涨势如虹

产业周期爆发预期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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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佳琦直播带货，到盲盒潮玩圈粉

无数，消费行业正展现出新的趋势。 在资

本市场上， 大消费行情也是持续火爆。

WIND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13 日，中证消

费指数自 2017 年以来上涨 105.80%，同期

上证综指微涨 0.38%。 由华安基金绩优基

金经理陈媛管理的华安生态优先抓住了

消费机会， 在刚过去的 2019 年实现收益

率 71.10%，排名同类前 10%。 由陈媛掌舵

的又一新产品华安优质生活 1 月 20 日起

发行，该基金股票仓位 60%-95%，聚焦优

质生活主题，为投资者把握消费升级过程

中的良机。

公开资料显示，华安优质生活所定义

的“优质生活”主题是指，在经济结构转

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水准

和各项需求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通过提供

产品或服务不断满足且提升民众生活品

质的消费行业。除了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

需求的提升，包括教育、文化、娱乐、旅游

等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在逐步提升，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华安优质

生活将关注食品饮料、家用电器、休闲服

务等众多细分消费领域，精选质地良好的

上市公司进行布局。

作为新产品的掌舵人，基金经理陈媛

多年专注大消费领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消费投资专家。 任研究员期间，她主要负

责大消费、金融行业的研究工作，研究领

域覆盖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商贸、社会服

务、保险、券商等，具有丰富的研究积淀。

投资中， 陈媛擅长从中观行业景气度出

发，寻找景气度向上、具有持续成长性的

行业。 对于个股的挑选，她也十分注重企

业自身管理水平、经营质量、成本优势等，

力求挖掘优质消费企业。

从陈媛历史管理业绩来看，表现出较

好的赚钱实力。 2018 年 A 股市场大幅下

跌， 陈媛管理的华安生态优先回撤较小，

跑赢同期市场主要指数表现。 2019 年 A

股迎来一波行情，这只基金也充分捕捉市

场机会，创造了可观回报。 WIND 数据显

示，截至 1 月 13 日，华安生态优近 2 年收

益率达 47.34%，排名同类前 5%。另一只产

品华安宝利配置自陈媛接手以来也取得

了较好回报，期间收益率达 55.25%，排名

同类第 3。

对于华安优质生活未来的投资运作，

陈媛表示将采取相对稳健的配置策略。未

来市场估值继续大幅提升的可能性不大，

需要踏踏实实赚业绩增长的钱。 一方面，

耐心等待传统消费品被错误定价后的估

值修复机会；另一方面寻找新消费的超预

期的机会。 整体上，新产品将以消费升级

和效率提升为主要配置思路，优先配置增

长空间更大的新消费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新产品管理人华安基

金主动管理能力突出， 投研梯队体系成

熟， 近年来权益投资业绩持续领先。

WIND 数据显示，2019 年华安基金旗下

18 只基金收益率超 60%， 价值、 成长、均

衡、消费、科技等多线涌现亮眼产品。从中

长期来看，海通证券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华安基金旗下权益类基金近 1 年、2

年、3 年绝对收益率均位居行业前 10，近

5 年收益率达 92.93%，也显著优于行业平

均水平和 A 股主要指数表现， 超额收益

能力显著。

把握消费新趋势 华安优质生活 1 月 20 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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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开年以来， 科技股持续走强。

Wind 数据显示，年初至今，半导体产业

指数和集成电路指数累计涨幅均为

15.72%，摄像头指数和芯片指数累计涨

幅均超过 14%。 展望未来，业内分析认

为，2020 年对于 A 股科技股，重点要关

注行业以及个股盈利增长是否超预期，

只要业绩持续超预期，估值就能得到支

撑，股价将会继续上涨。

科技股 2020年延续强势

科技股在 2019 年的表现可圈可

点。Wind 数据显示，2019 年如果剔除当

年新上市股，涨幅前十的个股大部分为

科技股。 其中包括万集科技、中潜股份、

宝鼎科技 、 漫步者等 ， 涨幅最低

337.77%、 最高 486.64%， 诚迈科技以

478.06%居第二。 从行业来看，2019 年十

大牛股中，多达七只是计算机或电子行

业。 其中，万集科技为 ETC 概念，诚迈

科技为国产软件概念，韦尔股份、圣邦

股份、北京君正为国产芯片概念，漫步

者为无线耳机概念， 闻泰科技为 5G 概

念。

进入 2020 年， 科技股仍延续强势

之姿。 记者注意到，过去一周，在领涨市

场的概念主题中，排名居前的板块多与

科技类主题相关， 如集成电路指数、半

导体产业指数、摄像头指数、芯片指数

等。 而在科技股板块中，更有汇顶科技、

北方华创、深南电路等多只大市值高位

股先后出现涨停。

Wind 数据显示，年初至今，半导体

产业指数和集成电路指数累计涨幅均

为 15.72%，摄像头指数和芯片指数累计

涨幅均超过 14%，5G 应用指数累计涨

幅逾 10%。 截至 1 月 17 日收盘，计算机

板块在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涨幅居前，

板块内亚联发展、久其软件、赛意信息、

佳创视讯涨停。

具体到个股而言， 在过去一周，诚

迈科技表现尤为突出。 上周四，诚迈科

技股价强势涨停，以 216.55 元创历史新

高。 记者梳理发现，这与去年 1 月 31 日

创下的 18.39 元的长期阶段低点相比，

诚迈科技股价累计涨幅 1077.54%，已涨

逾十倍。

据了解， 这是科技股继东方通信

后， 两年来第二次出现股价一年十倍

股。 在此之前，2019 年 3 月 8 日，5G 概

念龙头东方通信曾触及 41.82 元的历史

高点， 而数个月前的 2018 年 10 月 19

日， 股价还创下 3.64 元的阶段新低，不

到半年股价就涨逾十倍。

从增持数量占流通股比例来看，科

技股也备受青睐。 记者看到，深南电路

最新获北上资金增持 151.09 万股，环比

增持幅度为 14.63%，增持数量占流通股

比例达到 1.53%。 此外，朗新科技、宝信

软件、亿纬锂能、易华录、中兴通讯等 10

只科技股也跻身北上资金最新增持数

量占流通股比例前 30 名。

公司盈利的趋势性很重要

2019 年以来， 科技成为 A 股主行

情之一。 而科技股纷纷上涨的背后又

有哪些原因？ 业内分析认为， 优质科

技龙头股的上涨一方面缘于盈利增长；

另一方面缘于估值修复。

据天风证券数据显示， 在成长股

高增长阶段， 特别是加速增长阶段，

盈利的趋势性最重要， 估值是次要因

素。 逻辑在于产业周期爆发的趋势中，

公司的盈利预测大概率会不断被上调，

最终导致当前估值的贵贱并不是一个

主导股价的核心因素。 也就是说， 中

短期来看， 景气度趋势比估值更重要。

所以， 2020 年对于 A 股科技股， 重点

要关注行业以及个股盈利增长是否超

预期， 只要业绩持续超预期， 估值就

能得到支撑， 股价将会继续上涨。

广发基金成长投资部总经理刘格

菘早前在接受上证报采访时也表示，

2019 年开始的这一轮科技股行情， 主

线是自主可控相关的硬核科技， 核心

是看哪些领域的技术能实现突破， 能

实现进口替代。 在刘格菘看来， “一

是要有真业绩， 今年上半年， 科技公

司的业绩同比增速会比较好， 业绩有

望大幅超预期。 二是这些公司的成长

不会是昙花一现， 至少能看到三到五

年的高成长， 需求有坚实的基础， 持

续周期也更长。” 刘格菘说， 即便从短

周期看， 这一轮景气度至少会持续到

2021 年上半年。

记者梳理发现， 上周二， 国内射

频前端芯片龙头卓胜微就交出了超预

期的年报业绩预告 。 卓胜微预计 ，

2019 年净利润 4.76 亿元至 5.08 亿元，

同比增长 193.22%~212.94%， 这超过了

此前市场一致预期的 4.54 亿元盈利，

而且预告中公司称非经常性损益影响

净利润金额只有约 632 万元。

万集科技周二也交出一份业绩暴

增超 100 倍的年报预告。 公司称， 得

益于交通部门大力推广普及 ETC 建

设， 预计 2019 年净利润为 7.29 亿元至

9.17 亿元， 同比增长 109.8 倍至 138.5

倍。 另外， 去年大涨的 5G 建设相关

PCB 电路板龙头深南电路、 沪电股份，

均预计 2019 年盈利可观且增长不错。

科技股行情整体被看好

科技股在 2019 年涨势喜人， 那么

在 2020 年， 它还能否持续上扬？ 私募

排排网最新调查显示， 82.71%的私募

认为科技股整体涨幅过高， 估值出现

较大泡沫， 投资者春节前追涨或加仓

的性价比并不高， 在高位及时获利止

盈是相对较好的策略； 17.29%的私募

认为市场风险偏好上行， 春节后大概

率还会出现“春季行情”。 科技产业周

期爆发预期仍在， 虽然当前科技股偏

贵， 但春节前布局更有利于在节后行

情中获利。

记者梳理研报发现， 大部分机构

分析则认为， 2020 年科技股有望持续

上涨。 具体来看， 科技方向有两条主

线， 一是“5G+互联网” 全产业链， 包

括上游的芯片、 光模块， 中游的物联

网、 数字货币， 下游及后端的云游戏、

VRAR 及舆情监控等子产业链， 这些

品种在 2020 年有望从成长股成长为新

蓝筹， 具备业绩兑现的空间； 二是新

能源汽车子产业链特斯拉中国供应链

会被全面激活。

富途证券研究表示， 复盘过去三

轮科技周期的经验， 大科技周期下，

科技领域的细分龙头会出现众多的五

倍股和十倍股， 而 5G 时代中国的主导

力量将大于过去任何一轮通信技术革

命带来的新科技周期， 因此新技术革

命将是孕育大牛股的摇篮。

新时代证券表示， 目前科技行业

自下而上发展的产业逻辑比较强， 从

时间维度来看， 机会可能会集中在

2020 年下半年。 2019 年很多科技行业

相关标的出现较大涨幅， 投资者可把

握业绩兑现行情或等待 2020 年下半年

增量资金的出现。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

龙也向信息时报记者表示， 科技股从

去年 7 月份以来， 就出现了比较好的

走势。 “这主要与国家对于科技的支

持力度加大有关， 目前 5G 的牌照已经

发放， 今年也会商业落地， 将会带来

更多的投资， 同时也给投资者带来更

多的机会。” 杨德龙告诉记者， 芯片、

软件等这些原本在技术上有短板的行

业今年也会吸引更多投资， 带来更多

机会。

因此， 科技股在 2020 年仍然会有

较好的行情。 另外， 杨德龙建议， 投

资者可以关注科技行业的龙头公司，

真正好的这些科技股都是值得的。 投

资方向方面， 则可关注 5G、 芯片、 软

件、 人工智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