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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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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disclaimer applies to CGS-CIMB Webinars and any recordings, documents, information or opinions obtained from or ancillary to 
the Webinars. You are advised to read this disclaimer carefully before accessing, participating in, reading or making any other use of a 
CGS-CIMB Webinar. CGS-CIMB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or warranties about the accuracy or suitability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Webinars and related materials (such as hand-outs, presentation documents and recordings). Registering for a Webinar only 
constitutes an agreement to attend, not a contract for any consultancy, advice or any kind of services. Registration does not establish 
any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with CGS-CIMB.

By accessing, participating in, reading or making any other use of a CGS-CIMB Webinar, you agree and acknowledge that: (1)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Webinar and related materials (a) may contain inaccuracies or errors; (b) are provided to you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only and should not be used or relied on as a recommendation or basis for making any specific investment, business or 
commercial decision; (c) does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or solicitation to buy or sell any security or instrument, or an invitation or a 
recommendation to enter into any transaction; (2) All capital market products contain risks and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everyone. You 
should consult with a lawyer, tax advisor, financial adviser or other professional adviser to determine what may be best for your 
individual needs; and (3)

CGS-CIMB makes no representation, warranty or guarantee as to, and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Webinar and related materials. Neither CGS-CIMB nor any of its affiliates (including its shareholders 
and their related corporations) and their respective directors, employees, officers and representatives shall be liable in any manner 
whatsoever for any consequen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es, loss of profits and damages) 
of any reliance thereon.

The Webinar may include links to other resources or websites. These links are provided for your convenience only and do not signify 
that CGS-CIMB endorses, approves, or makes any representation or claim regarding the accuracy, copyright compliance, legality, or 
any other aspects of, the resource(s) or website(s). You are advised not to send any confidential or sensitive information to CGS-CIMB 
in the context of a Webinar.

By registering and logging onto a Webinar, you agree to the following: 

Your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may be heard, seen, read, collected or used by CGS-CIMB as the organiser and other Webinar 
participants. Any communication or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during the Webinar, such as voice, life instant messaging displaying names 
of those intervening, and presentations, are available to the Webinar audience and are also recorded for CGS-CIMB’s further promotion 
and information purposes. CGS-CIMB may further use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the Webinar such as invitees lists, attendee logs, 
information on the Webinar subject matter and recordings thereof.



讲师简介

王志文 – 研究部主管, 中国银河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王志文先生是中国银河国际证券有限公司(CGI)的研究部主

管。他专注于策略研究，主要涵盖建筑材料和券商等领域。

王志文先生在证券研究行业拥有超过17年的经验。在2012年

加入CGI之前，他曾在辉立证券，光大证券和派杰亚洲等中

资和外资投行任职分析师。

他的研究内容覆盖工业、电信、科技、环保、公用事业、中

小盘、建材、券商等多个行业板块。长期的从业经验和广泛

的行业经验令王志文先生对港股及A股市场有深厚的认识和

了解。

王志文先生拥有香港大学金融学士学位和经济学硕士学位，

是CFA资格持有人，并荣获2012年StarMine亚洲区最佳盈利

预测分析师第一名(公用事业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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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中国A股的市场概况

2.A股提供独特的投资机会:在行业分布上与香港股市的主要差异

3.A股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估值比较

4.中国A股市场的整体市场展望、值得关注的行业及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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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股市场概况：市值

• 中国A股市场 (上海 + 深圳) – 亚太地区最大的股票市场

• 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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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股市场概况：公司数量

• 亚太地区公司数量最大的股票市场

• 提供将近3,900家公司的广泛投资选择（其中的1,377家公司可透过沪/深港通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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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股市场概况：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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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交易量最大

• 拥有极高的换手率（股票换手频率的指标）, 虽然这可意味着更高的波动性，
但同时也为买卖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



中国A股市场概况：细分市场

• 上海证券交易所：1691家上市公司，市值达到42.5万亿元人民币（2020年7月8
日）

• 包含两个板块：

• 主板（股票代码以“60”开头）：1,570家上市公司，市值达到40.2 万亿
元人民币。主板是中国企业筹集资金的两个主要场所之一

• 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121家上市公司，市值达2.3万亿人
民币。这市场是国家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战略，拥有满足高科技和新兴产
业的特殊定位。科创板有别于主板的上市机制和要求，价格限制和交易机
制亦不同

8



中国A股市场概况：细分市场

• 深圳证券交易所：2,253家上市公司，市值达到30.8万亿元人民币（2020年7月
8日）

• 包含三个板块，各有不同的上市要求和机制

• 主板（股票代码以“00”开头）：470家上市公司，市值达9.0万亿元人民
币，是另一个国内传统产业筹集资金的渠道（除上海主板外）

• 中小企业板（股票代码以“002”开头）：960家上市公司，市值达到12.9
万亿元人民币的。这是一个独特的板块，专门为具有成长性和科技含量的
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行业覆盖广泛，许多公司已经成为细分行业龙头，有
助中国建立多层资本的市场体系

• 创业板（股票代号以“300”开头）：823家上市公司，市值达到8.9万亿
元人民币。它与上海的科创板类似，支持创业创新的公司，并引导各类要
素流入高新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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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股市场与香港市场的主要差异：行业

• 香港股票市场长期偏向金融行业，最近的上市改革有助改善情况。

• 中国A股市场在细分市场方面更加平衡，提供更多选择，尤其是一些高增长行
业，例如信息技术，医疗保健，和先进制造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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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股票市场，少于20％的交易量来自散户投资者

• 散户投资者在中国A股市场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上海约80％的交易量来自散户
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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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股市场与香港市场的主要差异：投资者

香港投资者交易量细分（2018年） 上海投资者交易量细分（2017年）

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A股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估值比较

• 年初至今，中国A股市场表现优于许多主要国际市场

• 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估值仍然不算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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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 (七月十日）



中国A股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估值比较

• 由于有较多成长型和中小型企业股票，深圳市场的股票估值较高。年初至今，
股价表现是地区最强之一。

• 上海市场的估值较低，因为偏向较成熟的行业（如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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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 (七月十日）



中国A股市场前景

• COVID-19的影响已经基本受控，经济复苏逐步重回正轨

• 主要发电厂的煤炭消耗量和消费销售总额显示经济正在复苏，尤其是制造业和
建筑业

• 持续的防控措施使服务业（例如旅游业，航空业，饮食业等）需要更长时间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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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股市场前景

• 猪肉价格上涨的影响减弱，通胀压力随之下降

• 这为货币宽松措施提供了更多空间去支撑经济。 M2的增长在今年头几个月也
有所提升

• 由于今年的预算赤字目标（占GDP的3.6％）仅符合市场预期（3.5％），因此
不排除有之后有更多的财政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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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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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股市场前景

• 随着避险情绪减弱，美元的强势可能会在短期见顶

• 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应会减少

• 自2019下半年以来，离岸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区间波动范围内，而2020年第1
季度的疲软也相对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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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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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股市场前景

• 沪深300指数的动态市盈率为 14.5倍

• 接近过去5年的峰值14.8倍,但考虑目前利率比从前低,所以仍属可接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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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 (七月十日）



中国A股市场前景

• 深圳创业板（ChiNext）的动态市盈率为 48.3倍

• 高于5年平均值29.2倍， 新投资者应对此板块更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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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 (七月十日）



首选行业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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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一月总统大选之前，美国方面仍有高度不确定因素，COVID-19 第二波爆
发也是主要的潜在风险

• 因此，我们看好专注于国内业务和受较少外部因素影响的行业和股票

• 长远来看，我们仍然对医疗保健和科技板块充满信心。但近期反弹后，我们应
等待一个更好的买入点。短期内，我们觉得食品/饮料、建筑材料和金融板块
均有机会。

• 以下是中国银河证券2020年7月发行的的10大“金股”：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彭博（七月三日）



A股市场新投资者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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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股票编号,会显示公司是主板还是其他板块的公司,例如创业板和科创板,这
些板块风险较高。

• A股市场的交易量以散户占多,一些中小型股票的股价可能颇为波动。

• 在大多数情况下,每天股价波幅限制在±10% 或 ±20%。

• 短线和频密交易的投资者要注意,A股市场不容许回转交易(当天买然后当天卖)。



促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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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查询更多关于交易中国A股的资料，请到以下的网站查询：
https://bit.ly/3gXT4iU

https://bit.ly/3gXT4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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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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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