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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策略 
“共同富裕”对中国股市意味着什么?

“改革开放”初期，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对“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反复强调
。1990 年 12 月，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
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
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
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最近一次的中央会议对于共同富裕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详尽的探讨。转移支付
、税收改革和慈善捐赠均在会议中成为讨论的焦点。在决策层对互联网独角兽
公司剑指更高维度监管的背景下，许多公司纷纷选择慨慷解囊，扩大捐款规模
，帮助偏远和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波诡云谲的市场惊涛将
中国许多科网巨头卷入史诗级的波动，也在投资者群体中造成相当程度的困惑
，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动身出走，退避三舍。不过我们远没有如此悲观，我们
坚信目前山穷水复的行情正在修复，终将迎来柳暗花明的前景。

早在 2016 年 11 月和 2017 年 11 月, 我们分别撰写了两篇深度报告，重点关注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并探讨当时这一分配不均的现状将如何导致需
求不足和通货紧缩，以及其他未来很可能日渐瞩目的社会问题（请参阅“价格
的革命”20161114 和“破译低通胀的密码”20171114)。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被重新定义的一年。自那以后，中国最高收入和最
低收入之间的比率在持续攀升十多年后终于趋稳。换言之，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从那时起停止了恶化。

另外一种审视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观察中国社会信心的变化，我们在这里以消费
者信心为代表，并将其与房地产业主和开发商的估值进行比较（图表 1）。

洪灝, CFA
hao.hong@bocomgroup.com
(852) 3766 1802

研究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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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自 2017 年以来，中国社会信心一路上扬并徘徊在高位

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如图所示，中国社会信心自 2016 年减弱后，于 2017 年开始回升，此后保持一
路走高的态势。与此同时，一个密切相关的指标-房地产业主和开发商的估值-
也在同步攀升。视觉上，现阶段这两项指标都处在 2017 年之前的时期无法与
其等量齐观的较高水平。也就是说，正如数据所示，共同富裕促进了社会信心
。自 2017 年重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以来，中国已经开始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
进，而非今时今日才有所行动。这是一个已经持续数年的进程，亦可以从数据
中一览了然。而业主和开发商估值的并行上升也可以被视为一项指标，表明社
会信心正从实现“共同富裕”的努力中得到提升。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市场突然对“共同富裕”报以如此关注?

我们认为这个概念被外国投资者误解了。由于以在美国上市、在香港上市以及
在 A 股上市的中国公司为代表的“中国市场”不止一个，我们可以通过对比这些
不同公司群体的指数表现来判断那部分投资者对于“共同富裕”存在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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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不同“中国市场”里科技指数的表现大相径庭

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在图表 2 中，我们比较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KWEB.US)、MSCI 中国
科技 100 指数、MSCI 中国指数、创业板(中国的纳斯达克)和纳斯达克 100 指数
(NDX)。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表现存在显著的差异——创业板和纳斯达克
100 指数处于高位，并在续创新高，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和 MSCI
中国指数则表现不佳。由于中国创业板主要由国内投资者交易，而在美国上市
的中国科技公司则由许多海外投资者持有，这些指数表现的分化表明，中国近
期利好于未来长期远景的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海外投资者的误解。
有些人甚至草率地宣称中国“不可投资”。恕我直言，我们并不同意。

我们是市场上最早指出科技股估值在今年 2 月泡沫化的分析师之一，并向投资
者警示了泡沫即将破裂的风险(《展望 2021：价值王者归来》，20201120)。现
在，根据不同的指数计算，中国的科技股调整幅度从 50%到远超 60%不等，它
们的估值也变得比以前合理多了。共同富裕并不是非自愿地重新分配人们现有
的已经积累了的财富。它更多的是要通过一个更加公平的过程，让更多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人一起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实现这一目
标的途径有很多，比如资本利得税和未来的一些其他形式的再分配/转移支付
。从不同投资者群体持有的指数之间表现的差异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倡导的“
共同富裕”这个概念，海外与国内投资者的理解截然不同。很显然，未来国内
投资者将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目标更大的赢家。难怪在中国离岸
市场动荡之际，A 股市场的指数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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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上周的抛售之后，恒生指数已经到达了一个重要的低点，如图
表 3 所示。虽然未来恒指仍有可能出现第二个却更高的低点，但是长线投资者
应该开始关注恒指的长期投资价值，并怀着这个大局观相应地布局。

图表 3：在上周的抛售后，恒生指数已运行到了一个重要低点

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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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银国际
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68 号万宜大厦 10 楼

总机: (852) 3766 1899      传真: (852) 2107 4662 

评级定义

分析员个股评级定义 : 分析员行业评级定义：

买入：预期个股未来12个月的总回报高于相关行业。

中性：预期个股未来12个月的总回报与相关行业一致。

沽出：预期个股未来12个月的总回报低于相关行业

无评级：对于个股未来12个月的总回报与相关行业的比较，

分析员并无确信观点。

领先：分析员预期所覆盖行业未来12个月的表现相对于大盘

标竿指数具吸引力。

同步：分析员预期所覆盖行业未来12个月的表现与大盘标竿

指数一致。

落后：分析员预期所覆盖行业未来12个月的表现相对于大盘

标竿指数不具吸引力。

香港市场的标竿指数为恒生综合指数，A股市场的标竿指数

为MSCI中国A股指数，美国上市中概股的标竿指数为标普美

国中概股50（美元）指数



2021 年 8 月 25 日

中国市场策略

下载本公司之研究报告，可从彭博信息：BOCM  或  https://research.bocomgroup.com 7

分析员披露
本研究报告之作者﹐兹作以下声明﹕i)发表于本报告之观点准确地反映有关于他们个人对所提及的证券或其发行者之观点;及ii)他们之薪酬

与发表于报告上之建议/观点幷无直接或间接关系; iii)对于提及的证券或其发行者﹐他们幷无接收到可影响他们的建议的内幕消息/非公开

股价敏感消息。

本研究报告之作者进一步确认﹕ i)他们及他们之相关有联系者【按香港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之操守准则的相关定义】幷没有于发表研究

报告之30个日历日前处置/买卖该等证券; ii)他们及他们之相关有联系者幷没有于任何上述研究报告覆盖之香港上市公司任职高级职员;iii)

他们及他们之相关有联系者幷没有持有有关上述研究报告覆盖之证券之任何财务利益，除了一位覆盖分析师持有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

司之股份。

有关商务关系之披露
交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及/或其有关联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四川能
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光年控股有限公司、安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太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川集团国际资源有限公司、嘉兴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乐享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控股国际有限
公司、新娱科控股有限公司、福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纳泉能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祥生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京东健康股份有限公司、领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大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佳源服务控股有限公司、云想科技控股有限公司、China Gas I
ndustry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瑞丽医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Legion Consortium Limited、Cheshi Holdings Limited、德运控股有限公司、麦迪卫
康健康医疗服务科技有限公司、现代中药集团有限公司、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稻草熊娱乐集团、东方大学城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森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美佳音控股有限公司、Edd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京东物流股份有限公司、Q
iniu Ltd.、致富金融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优然牧业集团有限公司、越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湖州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奈雪的茶控股有限公司、朗诗
绿色生活服务有限公司、优趣汇控股有限公司、Leading Star (Asia) Holdings Limited、三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百得利控股有限公司、环球新材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及佳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有投资银行业务关系。

BOCOM International Global Investment Limited现持有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证券逾1%。
BOCOM International Global Investment Limited现持有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证券逾1%。

免责声明
本报告之收取者透过接受本报告 (包括任何有关的附件)，表示幷保证其根据下述的条件下有权获得本报告，幷且同意受此中包含的限制

条件所约束。任何没有遵循这些限制的情况可能构成法律之违反。

本报告为高度机密，幷且只以非公开形式供交银国际证券的客户阅览。本报告只在基于能被保密的情况下提供给阁下。未经交银国际证

券事先以书面同意，本报告及其中所载的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i)复制、复印或储存，或者(ii) 直接或者间接分发或者转交予任何其它人作

任何用途。

交银国际证券、其联属公司、关联公司、董事、关联方及/或雇员，可能持有在本报告内所述或有关公司之证券、幷可能不时进行买卖、

或对其有兴趣。此外，交银国际证券、其联属公司及关联公司可能与本报告内所述或有关的公司不时进行业务往来，或为其担任市场庄

家，或被委任替其证券进行承销，或可能以委托人身份替客户买入或沽售其证劵，或可能为其担当或争取担当幷提供投资银行、顾问、

包销、融资或其它服务，或替其从其它实体寻求同类型之服务。投资者在阅读本报告时，应该留意任何或所有上述的情况，均可能导致

真正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本报告内的资料来自交银国际证券在报告发行时相信为正确及可靠的来源，惟本报告幷非旨在包含投资者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幷可能受

送递延误、阻碍或拦截等因子所影响。交银国际证券不明示或暗示地保证或表示任何该等数据或意见的足够性、准确性、完整性、可靠

性或公平性。因此，交银国际证券及其集团或有关的成员均不会就由于任何第三方在依赖本报告的内容时所作的行为而导致的任何类型

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直接的、间接的、随之而发生的损失）而负上任何责任。

本报告只为一般性提供数据之性质，旨在供交银国际证券之客户作一般阅览之用，而幷非考虑任何某特定收取者的特定投资目标、财务

状况或任何特别需要。本报告内的任何资料或意见均不构成或被视为集团的任何成员作出提议、建议或征求购入或出售任何证券、有关

投资或其它金融证券。

本报告之观点、推荐、建议和意见均不一定反映交银国际证券或其集团的立场，亦可在没有提供通知的情况下随时更改，交银国际证券

亦无责任提供任何有关资料或意见之更新。

交银国际证券建议投资者应独立地评估本报告内的资料，考虑其本身的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及需要，在参与有关报告中所述公司之

证劵的交易前，委任其认为必须的法律、商业、财务、税务或其它方面的专业顾问。惟报告内所述的公司之证券未必能在所有司法管辖

区或国家或供所有类别的投资者买卖。

对部分的司法管辖区或国家而言，分发、发行或使用本报告会抵触当地法律、法则、规定、或其它注册或发牌的规例。本报告不是旨在

向该等司法管辖区或国家的任何人或实体分发或由其使用。

本免责声明以中英文书写，两种文本具同等效力。若两种文本有矛盾之处，则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交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是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


	Tit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