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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募评价体系

金斧子项目部在近几年的思考中，不断的吸取教训经验，总结出来在产品评估和筛选的体系指

标，核心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是相互辩证验证的关系。在早期的评估中，我们更重视的

是定量的评估，业绩、回撤、风格等去评价产品的优劣点，而在近 3 年，我们发现更重要的是定

性分析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胜利都是价值观的胜利，业绩的输出、回撤的控制、风格的属性等

这些可以量化的指标都是表象的结果体现，真正起到这些结果的逻辑是它背后的人性、理念、价值

观、道德品质等决定的。投资就是投人，就是投平台公司背后的人的合体，因此，对于人的分析就

决定了底层资产质量的核心。而在拆解指标中，我们又分了很多细节来画像，综合评估。最终给我

们的客户提供的是人性的产品组合，并且是可持续进化和跟踪分析的组合。

在上个月月报，我们将金斧子私募基金评价体系中的风险收益评估标准进行介绍，本月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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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定性分析中的基金经理评估。

(一) 投资经理评估

投资经理可谓是私募基金的灵魂，不少投资人是看重投资经理的名气而投资。投资经理的名气

最直接毋庸置疑是基金业绩来衡量，不过业绩仅是表象，投资经理本身的投资实力是真正的业绩来

源。

1、过往经历

我们关注基金经理的从业背景包括学历背景、从业年限、过往工作经验、获奖情况等。

若素未谋面、初步接触，学历背景或是衡量一个投资人的敲门砖，过往学历背景可以初步体现

出基金经理的理论基础、学习能力、思考能力等。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是需要基金经理有足够的沉

淀、经历完整的牛熊周期，如此才能够在未来不确定的市场中取得良好的收益，从业年限久、经历

过各种市场环境并取胜的基金经理是相对更好的选择。

我们也看重基金经理的过往工作经验，侧重其从业机构，公募或者其他私募，已有的机构培养

体系、任职经历、投资风格、过往业绩等都是关注重点，如此方能梳理出基金经理目前的投资体系

背后的演变历程、如今是否成熟等，进而为未来的投资奠定良好的基础。

2、投资能力

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分为多个维度，投资理念及策略、操作风格、投资偏好、考核激励等。

投资经理的理念及策略是否合乎逻辑以及是否得到业绩验证是关注重点。举例如某基金经理坚

定价值投资理念，注重对大趋势、公司价值进行长期思考，如看好上市公司依赖的国内经济环境土

壤、侧重公司长期价值进行思考进而做出投资决策，不过也强调在长期思考中时刻关注变化并对相

关公司所受影响进行评估，其这一策略持续得到过往业绩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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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风格，包括仓位控制、组合分散、极端行情下操作等多个维度。仓位水平，不同基金经理

有不同风格，仓位变动的原因略有不同，某基金经理不关注择时、一直满仓操作，仅在持有标的估

值过高才会减仓；某基金经理过往业绩归因择时有小部分超额收益，会在侧重个股研究基础上根据

国家政策、资金面、市场环境等对仓位进行调整以控制回撤，重要的是我们要评估其背后的逻辑是

否合理、可验证。组合分散体现在多个方面，行业分散、标的分散、不同市场如 A 股和港股、美

股之间的分散等，若过于集中，则会面临来自单一个股/行业来自政策等方面压力，比如集中采购

初期医药行业的大幅下跌，若过于分散，或存在净值不达预期的风险，因此对于基金经理而言，如

何选择和权衡相当重要，对其行业和个股研究实力、过往业绩归因来源都需要详细了解和评估。

投资偏好方面，需要关注投资经理擅长的行业，需要关注擅长的行业与当前投资、以及未来投

资是否一致，若某基金经理过往研究主要在周期类行业，而目前持仓多数在医药、科技或者未来拟

在这两个领域布局，这里需要关注其能否胜任，当然这里也需要依靠团队的力量，是否有这两个领

域有深刻研究经验的重磅研究人员加入，若加入则可验证，如若没有这一点则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

风险。另外还有市值偏好、风格偏好，关注其过往业绩归因的归因是否匹配，以验证其投资策略、

操作风格是否漂移，进而保证业绩的稳定性。

3、考核激励

有压力才有动力，有动力才有积极性。对于基金经理而言，适当的考核机制以及激励机制都非

常重要。对于考核来说，业绩考核相对和绝对指标、跟投机制等；激励而言，产品收益提成比例等，

以及若基金经理非创始合伙人，其公司股权激励、管理规模增加等合理性都是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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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募股票多头市场回顾

（一）市场主流表现

7 月前半月在二季度经济数据好于预期、国内经济持续改善大背景下，叠加国家对资本市场高

度重视和改革提速（从科创板推出、新三板改革、国内创业板注册制落地和加快对外开放等措施），

优秀中概股回归国内资本市场等，市场涨幅明显。后半月受到中美关系、经济持续改善各方对货币

政策走向担忧以及获利盘了结的背景下出现调整。全月来看，多数指数实现 10%以上涨幅，相对

良好，其中创业板指、深证成指分别上涨 14.65%、13.72%，涨幅居前，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恒生指数仅实现 2.88%、0.69%涨幅，表现不佳。

7 月 A 股全部行业均收涨。餐饮旅游、国防军工、建筑材料涨幅前三，幅度分别是为 33.30%、

28.99%、22.28%：

受国内疫情防控较好、跨省团队旅游恢复以及海南岛免税政策影响，7 月餐饮旅游行业涨幅第

图表：2020 年 7 月主流指数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金斧子投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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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虽然北京、新疆、大连等地疫情有所反复，但国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7 月 14 日文旅部

发布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产相关通知，经当地同意后可恢复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

同时景区限量措施有所放宽，叠加暑期到来，市场对餐饮旅游行业有较高预期；2）6 月底，财政

部等共同发布《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增加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度、扩大商品

品类等利好政策推动免税概念股大幅上涨。

国防军工涨幅位列第二，7 月在美国要求中国关闭休斯顿总领馆事件影响下，中美关系波动，

军工板块受到追捧、涨幅明显。另外，本轮上涨或还有新的驱动因素：1）基本面改善预期，一方

面是十四五提出关注武器装备需求变化趋势，后续新型军机、航天装备需求结构性加速将带来业绩

增长，另一方面过去 5 年内一批优质军工资产 IPO 或者资产重组，A 股军工相关具有成长性标的

增加；2）估值优势，过去 5 年，除去 2016 年南海仲裁、2018 年南海阅兵等少数热点催生的波

段行情外，军工行业基本上处于单边下行通道，目前主流标的 PE 在 25-45 倍之间，较前期已有大

量涨幅的科技、医药、消费板块估值优势突出，并且机构相对低配，后期可持续关注。

在建筑材料领域中，今年 Q1 和 Q2，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下无法开展业务和大部分地区遭受洪

涝灾害，导致上下游产能和需求减少和延迟，使板块估值持续下行。7 月建筑业 PMI 环比较上月

提升了 0.7 个百分点，新增订单指数虽略有回落，但整体保持较高景气度，未来在存量延迟需求释

放、天气不利因素减弱增量需求持续回升、灾后重建以及政策有力支持下，投资需求确定性依然较

强。未来板块估值会恢复正常，内需投资端基建仍为该板块稳增长的重要工具和发力点，关注新基

建、旧改和重点区域补短板，如西部开发、京津冀区域建设、旧改受益建材品类（防水、塑料管道、

涂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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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 年 7 月 A 股不同行业表现

行业 月涨跌 市盈率 行业 月涨跌 市盈率 行业 月涨跌 市盈率 行业 月涨跌 市盈率

餐饮旅游 33.30% 112.79 农林牧渔 15.61% 22.77 综合 11.52% 48.63 房地产 7.26% 9.62

国防军工 28.99% 72.42 非银金融 14.67% 18.93 家用电器 10.44% 21.93 传媒 6.03% 50.45

建筑材料 22.28% 17.20 医药生物 13.74% 60.32 商业贸易 10.22% 27.70 钢铁 5.36% 12.68

电气设备 19.16% 42.77 轻工制造 13.72% 27.61 建筑装饰 9.76% 10.57 纺织服装 4.92% 32.16

有色金属 18.83% 45.02 汽车 13.55% 28.88 公用事业 8.62% 22.21 计算机 4.69% 81.27

化工 16.91% 28.92 采掘 12.28% 14.01 电子元器件 7.90% 58.61 通信 2.48% 46.75

食品饮料 16.91% 46.94 机械设备 11.76% 32.24 交通运输 7.87% 22.54 银行 0.98% 5.98

数据来源：wind，金斧子投研中心

（二）私募行业平均表现

7 月，金斧子统计的股票多头策略基金共 7166 只，月度收益平均值为 9.20%、月度收益中位

数为 8.73%，排名前 20%、前 10%、前 5%的基金收益底线分别为 13.71%、17.60%、22.67%，

七成左右的超长期价值投顾超过中位数水平。

图表：2020 年 7 月股票多头策略表现

基金收益水平 收益率

平均值 9.20%

中位数 8.73%



超长期价值投资体系月度报告

前 5% 22.43%

前 10% 17.60%

前 20% 13.71%

总数 7166 只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三）主流私募调研数据

8 月主流私募机构总体调研次数达 318，在 34 家主流私募机构中，调研次数超过 10 次以上的

占 26%，其中清水源尽调 26 次，彤源尽调 23 次，高毅尽调 22 次，同犇尽调 19 次，淡水泉尽调

19 次。

从机构主要尽调行业看，计算机、医药生物、建筑材料、轻工制造和化工属于其关注较多的行

业，其中隶属计算机的个股中，华宇软件、德赛西威和科大讯飞更受机构关注；医疗生物个股中，

新产业（9 家）、一心堂和美迪西等更受机构关注；建筑材料个股中，蒙娜丽莎和永高股份会更受

机构关注；轻工制造个股中，海鸥住工（5 家）、双星新材和飞亚达更受机构关注；化工个股中，

松井股份更受机构关注。而电子个股中，歌尔股份（9 家）更受机构关注；商业贸易个股中，南极

电商被 5 个机构进行调研；农林牧渔个股中，保龄宝（5 家）更受机构关注。

图表：2020 年 7 月部分头部私募尽调信息

机构 尽调次数 主要调研个股及行业

清水源投资 26 002920.SZ 德赛西威 002906.SZ 华阳集团 002314.SZ 南山控股

彤源投资 23 002641.SZ 永高股份 002461.SZ 珠江啤酒 002918.SZ 蒙娜丽莎

高毅资管 22 688157.SH 松井股份 300832.SZ 新产业 002127.SZ 南极电商

同犇投资 19 002084.SZ 海鸥住工 002641.SZ 永高股份 002138.SZ 顺络电子

淡水泉 19 300271.SZ 华宇软件 002127.SZ 南极电商 002230.SZ 科大讯飞

盘京投资 16 002127.SZ 南极电商 002241.SZ 歌尔股份 603516.SH 淳中科技

盈峰资管 15 688157.SH 松井股份 002623.SZ 亚玛顿 002241.SZ 歌尔股份

望正资产 11 300832.SZ 新产业 000026.SZ 飞亚达 002230.SZ 科大讯飞

明河投资 10 002918.SZ 蒙娜丽莎 300271.SZ 华宇软件 300832.SZ 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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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翼资管 9 300832.SZ 新产业 002241.SZ 歌尔股份 002481.SZ 双塔食品

名禹资管 9 688157.SH 松井股份 300832.SZ 新产业 002084.SZ 海鸥住工

重阳投资 9 300271.SZ 华宇软件 300303.SZ 聚飞光电 002027.SZ 分众传媒

源乐晟资管 9 002727.SZ 一心堂 002286.SZ 保龄宝 002241.SZ 歌尔股份

高瓴资管 9 002410.SZ 广联达 603444.SH 吉比特 000333.SZ 美的集团

聚鸣投资 8 002241.SZ 歌尔股份 002600.SZ 领益智造 300124.SZ 汇川技术

趣时资管 8 300832.SZ 新产业 002084.SZ 海鸥住工 002241.SZ 歌尔股份

泰旸资管 8 002286.SZ 保龄宝 300832.SZ 新产业 000026.SZ 飞亚达

石锋资管 8 300357.SZ 我武生物 002920.SZ 德赛西威 002791.SZ 坚朗五金

中欧瑞博投资 7 002461.SZ 珠江啤酒 002127.SZ 南极电商 300303.SZ 聚飞光电

汉和汉华资管 7 002727.SZ 一心堂 300633.SZ 开立医疗 002906.SZ 华阳集团

景林资管 6 002241.SZ 歌尔股份 300801.SZ 泰和科技 002233.SZ 塔牌集团

南土资管 6 002286.SZ 保龄宝 300832.SZ 新产业 002241.SZ 歌尔股份

丰岭资管 6 002241.SZ 歌尔股份 002481.SZ 双塔食品 002600.SZ 领益智造

正心谷创新资本 6 002286.SZ 保龄宝 002461.SZ 珠江啤酒 300832.SZ 新产业

理成资管 5 300452.SZ 山河药辅 002027.SZ 分众传媒 002585.SZ 双星新材

翼虎投资 5 300037.SZ 新宙邦 002557.SZ 洽洽食品 300229.SZ 拓尔思

保银投资 5 002286.SZ 保龄宝 002557.SZ 洽洽食品 300144.SZ 宋城演艺

希瓦资管 5 002982.SZ 湘佳股份 002600.SZ 领益智造 300124.SZ 汇川技术

榕树投资 4 002084.SZ 海鸥住工 002158.SZ 汉钟精机 002920.SZ 德赛西威

青骊投资 4 002637.SZ 赞宇科技 002600.SZ 领益智造 002585.SZ 双星新材

少薮派投资 4 601077.SH 渝农商行 002127.SZ 南极电商 002727.SZ 一心堂

高信百诺 4 000338.SZ 潍柴动力 002168.SZ 惠程科技 600885.SH 宏发股份

百创资本 3 002127.SZ 南极电商 002084.SZ 海鸥住工 300595.SZ 欧普康视

合晟资产 3 002027.SZ 分众传媒 300496.SZ 中科创达 002867.SZ 周大生

数据来源：wind，金斧子投研中心

图表：2020 年 7 月个股和行业被尽调次数

被调研个股 尽调次数 被调研行业 尽调次数

新产业 9 计算机 7

歌尔股份 9 医药生物 6

南极电商 6 建筑材料 5

保龄宝 5 轻工制造 4

海鸥住工 5 化工 4

领益智造 4 电子 4

珠江啤酒 3 食品饮料 3

松井股份 3 传媒 3

华宇软件 3 农林牧渔 2

德赛西威 3 汽车 2

一心堂 3 电气设备 2

分众传媒 3 休闲服务 1

双塔食品 2



超长期价值投资体系月度报告

聚飞光电 2

汇川技术 2

蒙娜丽莎 2

华阳集团 2

永高股份 2

双星新材 2

洽洽食品 2

科大讯飞 2

飞亚达 2

数据来源：wind，金斧子投研中心

三、核心跟踪基金持仓分析

（一）超长期价值投资体系基金业绩展示

7 月，超长期投资体系相关基金收益表现分化严重，6 只基金月度收益超过 15%，其中正心谷

价值中国基金、正心谷长期优势、石峰笃行一号分别取得 32.19%、30.95%、20.60%，位列前三，

此外睿璞悠享 1 号和聚鸣多策略也值得关注，分别取得 19.23%、16.83%收益。但高毅国鹭一号

和丰岭稳健成长 6 期表现不尽人意，7 月仅实现 2.03%、4.74%的收益， 其中丰岭资本认为目前

市场过于追求新兴产业，而忽略传统产业，若在周期的顶部去买股票会透支其潜在的收益空间，强

调自身仍坚持优质优价的原则去寻找投资对象，后续继续关注寿险、互联网、快递以及部分优质制

造业公司，或在当月未有体现，但终究会时间而在收益上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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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策略 产品 成立时间 累计净值 净值截至日期
今年来

涨跌幅

同期沪深 300

涨跌幅

今年最大

回撤
7 月涨跌幅 基金仓位

股票

纯多

高信百诺

久盈 1 号
2020/3/10 1.2736 2020/8/21 27.36% 15.58% -3.50% 10.56% 100.00%

汉和资本

1 期
2013/9/10 5.1283 2020/8/14 38.70% 16.97% -10.59% 9.00% 高仓位

同犇智慧

1 号
2016/5/4 3.7695 2020/8/21 33.08% 17.32% -16.72% 15.20% 高仓位

景林全球 2016/1/13 3.3699 2020/7/31 23.44% 14.61% -9.34% 8.19% 91.75%

泰旸创新

成长 1 号
2017/1/10 2.532 2020/8/21 28.33% 15.19% -17.00% 8.70% 75%

重阳陆港灵活一号子基金 C 期 2017/10/17 1.16 2020/8/21 7.01% 15.19% -18.21% 9.15% 高仓位

高毅国鹭

一号
2015/2/4 2.3212 2020/7/31 0.42% 14.61% -5.42% 2.03% 高仓位

正心谷价值

中国 JFZ1 期
2017/12/20 1.9835 2020/8/17 65.10% 17.54% -14.39% 32.19% 100%

正心谷长期优势金斧子专享 2019/3/1 2.0466 2020/7/31 82.90% 14.61% -9.95% 30.95% 100%

睿璞悠享 1 号 2017/12/1 1.8428 2020/8/21 36.70% 17.32% -12.56% 19.23% 高仓位

丰岭稳健

成长 6 期
2016/1/27 1.6098 2020/8/21 11.81% 17.86% -16.09% 4.74% 86.82%

聚鸣多策略 2017/12/28 3.184 2020/8/21 79.28% 15.19% -12.51% 16.83% 80.50%

石锋资产笃行一号 2015/10/20 3.644 2020/8/14 82.38% 14.84% -10.68% 20.60% 高仓位

宏观

对冲

凯丰宏观

对冲 9 号
2014/5/27 2.793 2020/8/14 8.47% 14.84% -19.75% 11.31% 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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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二）机构持仓分析

（1）景林资产-景林全球持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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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景林全球 2018 年以来月度收益 图表：景林全球 2020 年以来月度持仓情况

备注：月度收益使用官网数据；2020 年 6 月开始添加港股/美股空仓数据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持仓分析：

7 月，景林整体仓位上升了 12.03%至 91.75%，具体而言，一方面景林清空了美股空仓仅保留港

股空仓，进而降低了整体空仓比重；另一方面，景林多仓比重略有增加 2.55%至 91.75%。从行业

层面看，整体持仓行业没有发生变化，仅在内部结构略有变化，信息技术权重进一步集中至

34.88%，成为第一大持仓行业；医疗健康权重降低-2.73%至 2.49%，其他可选消费比重略有下降，

仍为第二大持仓行业，前两大合计占比 67.73%；公用事业材料、工业等持仓略有增加。

持仓核心：行业上集中配置大消费、资讯科技类等为主

配置建议：景林资产目前管理规模过千亿，预计在国庆节后重新开始募集，在下半年的投资机会展

望上，港股的投资机会较大，值得继续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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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和资本-汉和资本系列基金

图表：汉和资本 1 期 2018 年以来月度收益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持仓分析：

因 5 月的减仓，6 月汉和表现明显不及市场，不过 7 月重新回归、取得 9.43%的收益。随着市场

变化，汉和的组合配置较此前更分散，行业配置和个股配置均有体现，由此前的 10+增加到 20 只

多一点，同时重仓个股比重下降，最大持仓个股比重由此前的 10+%降至 7%-8%。随着汉和 6 年

期产品以及规模扩大，叠加 5 月减仓行为，部分投资人怀疑汉和是否有足够多的研究标的供投资，

7 月的收益数据或已有证明。汉和认为，仓位高低并不是关注重点，而持仓标的是否依然符合汉和

投资理念和方法论才是关键，只要团队的理念、方法论、投研人员以及选股标准、思考问题的角度

未变，那么长期业绩也值得期待。

持仓核心：医药生物、大消费、计算机、家用电器、计算机等，持仓较为均衡

配置建议：2014 年至 2020 年汉和的投资理念、投资标准并没有发生变化，或许短期市场特点风

格不适应导致无法超越市场，但拉长周期看业绩属于优秀。汉和 6 年期基金的发行，更会让投资

者不用在意产品短期表现，更多聚焦上市公司价值本身，而牛市/熊市仅影响价值兑现的时间，在

汉和资本科学体系的价值观下，我们非常认可未来依然会给投资者带来优异持续的业绩输出，强烈



超长期价值投资体系月度报告

建议作为投资者的底层基金做长期配置。

（3）同犇投资-同犇消费系列基金

图表：同犇智慧 1 号自成立以来月度收益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持仓分析：

今年上半年，同犇投资面临较大的压力，当时在 3 月暴跌的时候大幅度减仓，基本都卖在阶

段性的底部，导致业绩大幅度落后行业平均。当时更多的时候担心疫情的二次爆发、美股前所未有

的熔断、产品风控的考虑等，但是市场在极度的宽松货币政策预期下，A 股优质资产的估值具备较

大的支撑，因此，再次验证了优秀的个股和短期的择时以及短期的宏观判断的非相关性，只有把握

长期看好并且具备和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的股权，才能够穿越周期，获得优异的组合表现。

持仓核心：消费（包括医药）和科技

配置建议：新产品目前是以港股为主，在目前 A 股核心资产整体估值较高的情况下，港股龙头具

备加大的吸引力，建议继续定投，押注中国大消费核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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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丰岭资本-丰岭稳健成长系列基金

图表： 丰岭稳健成长 3 期 2018 年以来月度收益 图表：丰岭稳健成长 3 号 2020 年以来月度持仓情况

备注：1）丰岭稳健成长 3 号 4 月开始非银金融标注为保险（港）；2）4 月开始披露前十大行业持仓占比，其他行业用其他代

替；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持仓分析：

7 月丰岭稳健成长 3 号收益为 4.74%，仓位水平下降 7.62%至 86.82%，保险（港）、软件与

服务（港）、交通运输依然是前三大持仓行业，比重分别是 24.09%、19.65%、11.03%。持仓行

业内部结构略有变化：1）保险（港）替代软件与服务（港）成为第一大重仓行业，比例增加幅度

是 4.69%，轻工制造、电气设备直接清仓；2）新增资本品（港）、建筑材料两个行业，比例分别

是 3.12%、2.28%。7 月市场比较活跃，结构分化非常明显，成长类产业和传统产业天差地别，部

分赛道交易非常拥挤，对投资人也提出了更多挑战。丰岭坚持优质优价的原则寻找投资对象，好公

司有估值高的时候也有估值低的时候，避免在周期的顶部买股票哪怕是好公司，过于乐观的预期是

投资收益最大的敌人。

持仓核心：保险（港股）、软件与服务和交通运输

配置建议：相较于国内 A 股结构性行情的演绎，核心板块的个股已经严重透支未来的成长，建议

在冷门股关注较多的投资者，逆向布局丰岭资本这类具备长期现金价值的持股组合的投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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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心谷创新资本-正心谷价值中国基金系列

图表 7：正心谷价值中国 2018 年 1 月以来月度收益 图表：正心谷价值中国 2020 年以来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持仓分析：

7 月正心谷价值中国取得 32.19%的收益，相当出众。从行业来看，正心谷 7 满仓操作，前五

大行业不变，内部结构变化相对较大：1）其中医药生物和商业贸易减仓明显，比重分别下降 7%

和 3%； 2）加仓零售消费、信息技术和建筑材料，幅度分别是 7.5%、2%和 1%。正心谷认为疫

情下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不会持续泛滥，必须聚焦长期可持续的业绩增长，其强调产业链深度研究和

精选投资标的，重仓的医药和消费行业内的优质个股对业绩贡献明显。

持仓核心：医药生物、零售消费、信息技术、商业贸易等，前五大持股较为集中，净值更具备弹性

配置建议：目前正心谷的持仓组合依然较为集中，并且认为整体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较低，从长周期

看，当前仍然是巨大的结构性市场，低估值的价值股均值需要回归，但回归之后很难持续上涨，基

于长远，企业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和盈利能力提升才是投资的核心，应该淡化对于风格和指数点位的

关注。且正心谷的持仓组合，都是代表未来新经济成长的个股，具备较大的弹性空间，再加上 3

年封闭期，建议投资者重仓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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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凯丰投资-凯丰宏观对冲系列

图表： 凯丰宏观对冲 9 号 2018 年以来月度收益 图表：凯丰宏观对冲 9 号 2020 年以来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持仓分析：

7 月凯丰宏观策略 9 号取得 11.31%的收益，表现良好。主观选股部分保持满仓运行，消费、

TMT、周期为前三大持仓行业，分合计比重 56.80%，较上周前三大合计占比减少 8%，行业进一

步分散。股票持仓组合中，高端制造、周期、医药、金融地产略有加仓，幅度分别是 2.4%、1%、

0.4%、0.3%；TMT、交运及公用事业、消费比重分别下降 1.1%、1.7%、1.4%。7 月经济持续恢

复，中美的经济数据持续超预期，使得国内外货币政策出现一定观望，叠加中美关系再起波澜，市

场偏好略有回落，股市、商品实现不同的涨幅，但股市波动加大、且贵金属表现更强。2020 年前

几个月凯丰表现不及预期，自 6 月以来表现有所回归，已基本覆盖前几个的跌幅。

持仓核心：消费、TMT、金融地产、高端制造等，持仓较为均衡合理

配置建议：今年以来，凯丰表现欠佳，股票端亏损基本已经修复，传统的强势商品基本面亏损严重，

这点和凯丰投资的过往能力和投资团队有较大不符，再加上商品的配置逻辑基本是以产业和基本面

研究出发，但是受制于疫情对于商品价格无序的扰乱，致使凯丰投资在这块头寸有了较大的亏损。

相信价格基于基本的回归收敛后，凯丰的业绩会持续得到贡献。因此，目前相反不是赎回凯丰的点

位，而是加仓抄底的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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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信百诺-高信百诺 1 期

图表： 高信百诺 1 期 2018 年以来月度收益 图表：高信百诺 1 期 2020 年以来月度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持仓分析：

高信百诺 1 期 7 月收益为 10.56%，仓位提升至满仓。行业调整方面：1）持仓行业进一步集

中，一方面最大持仓行业医药占比为 41.44%，另一方面前三大行业合计占比 69.55%，同时新增

白酒、电子行业，比例为 9.13%、4.59%；2）直接清仓食品饮料、超市连锁，此前食品饮料占比

13.71%，互联网、交通运输、家电分别减仓 2.33%、1.73%、1.7%。高信百诺进一步加码黄金赛

道医药，继续持有家电，同时开始布局白酒，组合上我们认为攻守兼备，符合我们对于其长期投研

能力研判实力的预期。

持仓核心：家电、医药和逆周期品种水泥等

配置建议：高信百诺是超长期价值投资体系中对当前市场态度相对谨慎的一家，或错失了一定的市

场涨幅，但是在长期封闭的视角下，其持股组合依然保持了较好的进攻性，建仓 3 个多月获得了

30%优异表现。因此，在全球经济复工不确定性等背景下，其可作为底线思维的重要配置，进可

攻退可守品种。IDG 战略入股全方面赋能，与自身投研团队迭代意愿相结合，让高信百诺成为一

个既老牌又潜力巨大的顶级价值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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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泰旸资产-泰旸创新成长 7 号 A

图表： 泰旸创新成长 7 号 A 自成立以来月度收益 图表：泰旸创新成长 7 号 A 于 2020 年以来行业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持仓分析：

7 月泰旸由满仓降低至 75%，月度收益为 8.70%。重点持仓行业未变，生物医药、食品饮料、

电子为前三大行业，合计占比 74%，其中前两个行业分别是 35%、26%。7 月泰旸对持仓行业略

有调整，直接清仓互联网行业，其他行业比例微调，其中电子、轻工纺织、互联网、家电分别增加

2%、2%、1%、1%；而能源机械、食品饮料均降低 2%。整体上，泰旸延续上个月的持仓组合，

内部结构略有调整，泰旸也会理性看待个股的性价比，如直接清仓互联网，不死板的坚守，降低波

动率，同时保持弹性，有具备强烈的学习研究心态来不断优化投资组合。

持仓核心：生物医药、食品饮料、电子、互联网等，既有集中也有分散。

配置建议：泰旸资产的核心策略为 GARP 策略，即价值成长兼备，体现在持股上既有估值合理的

大白马，也有成长较为迅猛且基本面非常优异的成长股，行业贡献度上也具备分散，消费、科技、

医疗三大共识行业，精选个股的组合会在未来带来惊喜，建议超配，并且关注未来的 3 年封闭期

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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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聚鸣-聚鸣多策略

图表： 聚鸣多策略 2018 年以来月度收益 图表：聚鸣多策略 2020 年以来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持仓分析：

7 月聚鸣股票仓位略有下降至 80.50%，下降幅度为 1.64%。行业进一步分散，仅有医药生物、

电子两个行业的持仓比重在 10%以上，前两大行业合计占比 31.56%。行业内部调整体现在：1）

虽然幅度有限但进一步加仓第一大持仓行业医药生物，比例至 19.64%，新增化工、食品饮料、国

防军工、家用电器，持仓比重分别是 4.75%、4.24%、3.81%、3.15%；2）直接清仓休闲服务，

和汽车，并对建筑材料、房地产、传媒等行业减仓，幅度分别是 6.92%、3.41%、3.02%。组合操

作上，将近 5 成长期持股，集中在医药生物、电子等自身擅长并且格局明朗的行业，2-3 成是具备

周期反转和业绩拐点的成长类个股，再加上一定热点冲动的交易，如国防军工，共同组成了聚鸣投

资鲜明的投资特点，即重兵布局核心领域，奇兵贡献利润，在市场较为动荡的行情，或许会带来一

定的奇效。

持仓核心：医药生物、建筑材料、电子等核心持仓，其他行业较为分散。

配置建议：重仓核心板块，辅助灵活的交易策略，在下半年投资难度加大和行情不明朗的情况下，

或许会有一定的奇效，建议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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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长期价值投资产品体系-投资展望和配置建议

超长期价值投顾对后市谨慎乐观，乐观的因素在于宽松流动下、居民理财需求、相对估值优势

等，谨慎因素在于：1）部分板块估值过高、赛道又过于拥挤，市场风险加大，对管理人挑战加大；

2）今年以来估值上升主要是流动性推升，而非盈利增长，需要关注 1-2 年后经济回归正常后、货

币政策变化后企业估值压力；3）在经济持续复苏背景下，货币政策出现边际变化，需要关注对信

贷、社会融资等方面的影响；4）中美关系持续波动这一扰动因素。多数管理人都认为后市更多是

结构性行情，行业方向依旧是消费、医疗、科技大方向，部分投顾会参与热点如国防军工等，需要

加深行业和企业研究，精选估值合理、业绩持续增长的优质个股。建议投资者保持底线思维、均衡

配置，超配 A 股和港股，以长期业绩优异且行业覆盖能力全面的公、私募管理人为主要抓手。

机构名称 观点 配置方向

景林

7 月 A 股快速上涨后出现回调，但整体表现仍领跑全球。

景林认为宽松流动性下、居民理财需求下、相对估值优势

下权益资产仍受欢迎。不过景林也在提示随着估值提高，

市场风险正在加大，具体体现在：1）内循环并非新提法，

而资产市场给予太多热度，一些板块较全球同类型公司估

值明显偏高；2）宽松政策出现明显拐点，如信贷、社融增

速突然快速下降；3）大股东减持带来的风险

信息技术、可选消费等领域

的估值相对合理且竞争优

势明显个股

同犇

预计后市有望震荡上行：1）基本面，国内 GDP 和企业盈

利环比逐季改善趋势不变；2）流动性方面，全球流动性宽

松将持续，730 政治局会议导向下半年政策大幅收紧可能

性不大；3）中美摩擦非一日之秋，市场影响钝化，更多是

努力寻找未来 3 年业绩增速

快、长期发展空间较大且未

来 12 个月估值下行空间不

大的股票，聚焦大消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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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扰动；4）资本市场改革提速，增量资金持续入市。不

过需要注意，今年以来上涨属于流动性推升的估值提升，

而非盈利增长，预计 1-2 年后经济回归正常后货币政策改

变后部分公司的估值压力。

点关注食品饮料、医药、物

业、教育、消费电子、轻工

等行业

丰岭

7 月市场比较活跃，结构分化非常明显，成长类产业

和传统产业天差地别，部分赛道交易非常拥挤，对投资人

也提出了更多挑战。丰岭坚持优质优价的原则寻找投资对

象，好公司有估值高的时候也有估值低的时候，避免在周

期的顶部买股票哪怕是好公司，过于乐观的预期是投资收

益最大的敌人。

继续看好寿险、互联网、快

递以及部分优质制造业公

司

正心谷

在基础制度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

资本市场发展面临新时代，不过应淡化风格和指数点位的

预测，未来仍是高度结构性特征，需要长期聚焦在最代表

经济未来发展的核心赛道进行布局。

布局在新消费、新医药、新

科技制造领域优秀的企业

和企业家

凯丰

股票：经济持续改善，政策不会再有大幅宽松或明显收紧

的变化，逆周期调解力度变化弱化，结合经济面、政策面

和情绪面，市场短期或步入震荡阶段，国内资产较海外更

具韧性；

债券：基本面持续向好，叠加央行强调货币政策精准导向，

叠加中美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海外疫情等外部风险影响市

A 股、商品、债市均步入震

荡，相对而言债市较股市较

好，港股可能会体现出相对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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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风险偏好，债市多空交织、步入震荡。

商品：当前工业品价格包含较多乐观预期，未来宏观走向

及即将到来的旺季实际需求考验对价格构成影响，短期高

位震荡概率较大。

泰旸资产

消费作为经济压舱石，7 月已有回暖迹象，结构上必选优

于可选、线上优于线下，餐饮恢复较慢的特点。

电子行业三大趋势值得关注：1）疫情进一步提高互联网和

科技的集中度，一线龙头更具资金和资源优势开展研发；2）

国际科技类公司业绩超预期驱动估值持续提升，国内类似

公司具有估值提升空间；3）国内资金对香港上市中国互联

网和科技公司定价权快速提升，未来有望持续。

消费领域，重点看好高端白

酒、受益电商高速发展的化

妆品、休闲食品、小家电等；

以及具有业绩增长和估值

优势的互联网及科技公司

高信百诺

7 月末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释放信号以及 7 月制造业数据反

映经济恢复情况较为理想。需要关注的是，货币政策或开

始边际收紧，随着风险偏好水平进一步回落，前期受流动

性宽松影响的题材股行情基本告一段落。展望未来，Q3 至

明年底是一轮经济复苏和企业盈利回升的周期，后续结构

性行情或是主流。结合中美关系走向下国家提出国内大循

环主体、中美利差处于历史高位水平、外资对中国资产配

置比例低等，国内优质资产的未来仍值得期待。

坚守高端品牌消费与服务，

高端制造业的升级与科技

赋能，医疗器械、服务和创

新药以及互联网和云计算

四大方向。对分红率稳定、

经营基本面周期向上的低

估品也有一定配置

聚鸣资产
现在仍是牛市状态，各种限制因素不具备转向的基础，潜

在风险有几点：1）核心板块估值贵；2）全球疫情仍较严

高仓位，新能源汽车、消费

电子苹果产业链、军工、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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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尤其是东亚和欧洲之外，对经济影响难以估值；3）中国

面临的外部环境，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政策。不过不

至于影响基本盘，疫情之下国内部分行业韧性较强，好公

司、好资产依旧值得乐观。

苗板块或维持较高热度；同

时关注部分细分行业的公

司估值仍在中低位置，具有

较好的绝对收益机会

金斧子

8 月市场呈震荡走势，支撑因素在于经济持续复苏、流动

性宽松背景下居民对权益类资产配置需求等，而扰动因素

在于社融数据不及预期、美国对中国科技战、经济复苏内

部结构中社会零售和制造业恢复缓慢等。市场已经由前期

的流动性推动行情转为企业盈利推动行情，后续在中报陆

续公布、货币政策边际变化背景下结构性行情居多，中国

核心资产如科技、消费、医疗龙头企业长期表现仍值得期

待。因此配置上，要延续底线思维，均衡配置，超配 A 股

和港股，以长期业绩优异且行业覆盖能力全面的公、私募

管理人为主要抓手。

作为未来经济新引擎的科

技、内需为主的消费和医疗

健康等行业的优质龙头等

确定性资产

五、资本市场以及私募市场动态观察

（一）投资者结构

近两年价值投资盛行和核心优质企业资产不断股价新高而垃圾股无人问津的一个核心变量就是

国内投资者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2003 至 2018 年，A 股机构投资者比重经历三个阶段，2003-2007

年快速上升阶段；2007-2014 年略有下降；2014-2018 年缓慢上升阶段，至 2018 年机构投资者

合计占比 47.5%，对应的是个人机构者比重的下降，由最初的 95.4%下降至 52.5%。至 2019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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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投资者中境内机构投资者战 15.22%，其中公募基金、保险占比较高，分别为 4.76%、

3.73%。

图表：2018 年 A 股各类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自由流通市值）

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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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上资金

在我国，外资投资 A 股市场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陆港通(北上资金)、QFII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MSCI 指数、富时罗素指数等；其

中，北上资金作为 A 股市场上的外资“热钱”近年来受到广大投资者的热门关注。尤其是今

年以来受疫情的影响，国内外股票市场波动较大，北上资金更因短期内频繁的大幅净流入、净

流出受到市场的重点关注，而其持仓的个股同样也吸引广大投资者眼球。北上资金又称“聪明

钱”，指外部投资者通过大陆和香港股票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直接参与 A 股市场。

2014 年 11 月 17 日以来北上资金每日净流入概况，除去 2019 年 3 月至 5 月有较小

幅度的持续净流出外，整体上看出北上资金依然是持续净流入的趋势。截止 2020 年 6 月 29

日，北向资金合计累计净买入为 1.1 万亿，其中沪股通累计净买入 5720 亿，深股通累计净买

入 5395 亿，已经对于 A 股的交易贡献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图表：不同时间周期下北向资金情况（，单位：亿

元，2020/8/27）

图表：沪股通、深股通、北向资金累计流向金额（单

位：亿元，至 20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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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资金的流入/流出时机正不知不觉间重塑 A 股投资者逻辑。通过比较陆股通北向

单日净流入金额与上证综指收盘数的图型，可以发现北上资金在上证综指低位时进场往往为后

续指数反弹埋下了伏笔。这一方面有 MSCI 等国际指数将 A 股分阶段纳入时外资追踪指数提前

入场的缘故，一方面证明北上资金的投资逻辑对于 A 股股价估值有一套明确的体系，另一方面

也证明北上资金作为 A 股重要增量资金已能对 A 股趋势创造足够动量。

北上资金流入转流出的时机基本上对应 A 股的阶段性顶部，这主要是由于海外资金对中国

宏观经济与风险前景的判断出现变化（如 2019 年 4 月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和 2019 年 5 月中美

贸易冲突加剧）、海外资金流动性变化（如 2020 年 3 月因新冠疫情叠加石油价格大跌导致美

元流动性危机）以及由于北上资金流出传导至国内投资者预期与交易结构变化。

图表：陆股通当日买入成交净额（亿元）与上证综指（至 202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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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流动性

融资融券方面，至 8 月 26 日，8 月融资买入额、融券卖出额分别是 18238.15、865.63 亿元，

月度环比下降 44.23%、30.43%，市场情绪有所降温；

净主动买入额方面，至 8 月 27 日，8 月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净主动买入额分别是-3359.57、

-1928.56、-1277.41 亿元，较 7 月变动分别是-2.89%、23.20%、10.71%，主板净流出额略有下

降，而中小板和创业板有不同程度增加。

资金北上/南下方面，至 8 月 27 日，8 月陆股通当日买入成交额累计值为 10106.43 亿元，较

7 月减少 38.75%；港股通当日买入成交额累计值为 2052.62 亿元，较 7 月减少 48.74%，北上与

南下资金量均在下降。

限售解禁规模方面，至 8 月 27 日，8 月限售流通股份开始流通市值合计 4558.27 亿元，较 7

月解禁压力有所下降，但依然处于今年以来月度解禁压力平均线之上，即 3809.22 亿元；以当前

时点来看，随后两个月的解禁压力逐步缓解。

图表：A 股融资买入、融券卖出额（亿，2020/8/25） 图表：不同板块主动净买入额（亿，月, 至 2020/8/26）

图表：陆股通、港股通当日买入成交金额（亿元, 至

2020/8/26）

图表：本期开始限售流通股份市值（万元，至 202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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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斧子投研中心

六、价值投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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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险揭示

本报告内容属于内部资料，为金斧子投研中心根据相关资料数据制作完成，金斧子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对本报告享有最终解释权。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发布本报告当日的

判断，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报告中所推荐产品过往业绩不

应作为日后业绩的推断依据。

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客观、公正，但本报告所载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买卖该

公司产品的最终依据。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作者均不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

表或引用，否则需承担赔偿责任。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

并注明出处为“ 金斧子投研中心” ，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减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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