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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2020年前期市场延续 2019年震荡的格局。新经济代表的创业板表现最佳

出现了上涨，涨幅达 4.2%，而其它指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尤其是代表

权重的上证 50跌幅最大，为 12.2%。回顾 2020 开年一季度指数走势，把行情

可以分为三段来看，第一阶段是春节前指数平稳做顶阶段，四季度末指数开启

一轮新的上涨走势，在 2019年的最后一天指数站上 3050点压力位，完成了阶

段性的胜利，随后指数在继续上攻中的 3130 点处折戟，整个春节前的半个月时

间里指数完成 3050 上方的顶部构筑。第二阶段是春节期间疫情爆发的指数反弹

行情，春节假期后市场延期至 2月 3日开市，当天指数开盘大跌 150 个点，三

千多只股票跌停板开盘，春节期间的恐慌情绪得到集中释放，节后第二天指数

低开见底，反弹行情一触即发，中小创板块单月涨幅超 20%，个股出现翻倍行

情，在停工停产的状态下，行情连续十天成交万亿，创业板在二月底逼空行情

时隔一年再度上演，指数在三月初完成二次冲顶后进入“熊市”阶段。第三阶

段是复工复产后的下跌行情，指数在三月五日二次见顶后进入下跌行情中，涨

幅最大的中小创成为下跌排头兵，沪指破位下跌创出本轮行情新低，半导体、

芯片、新能源车板块个股下跌超 30%个股比比皆是，市场情绪进入冰点，成交

回到 6000亿水平，虽然在三月末出现反弹行情，但量能和情绪均未配合，反弹

行情疲弱。 

图:2020年一季度 A股主要指数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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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一级行业中，农林牧渔、医药生物、计算机、通信行业涨幅较突出，

其它行业表现较弱，尤其休闲服务、采掘、家用电器等。行业涨跌幅排前三的

分别为农林牧渔（+15.65%）、医药生物（+8.39%）、计算机（+3.9%），表现

排名靠后的为休闲服务（-20.08%）、采掘（-17.22%）、家用电器（-15.93%）。  

图：2020年一季度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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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方面，春节前两市量能维持去年底的水平，春节过后两市成交额大幅

增加，一度达到 1.4 万亿以上，随后指数见顶回落，中小创大幅下跌，市场情

绪进入冰点，量能也回到春节前的水平。 

 

 

图：2020年一季度两市成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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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两融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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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通方面，2019年一季度净流入-179 亿，较上年净流入减少 1433亿。

外资流入大幅流出，主要是一季度疫情导致全球性的恐慌，外资纷纷抛售权益

类资产换成美元。 

图：2020年一季度陆股通累计买入成交净额与沪深 300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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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一季度的关键词是疫情。全球资产价格在疫情影响下可分为四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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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一阶段是国内疫情爆发时期，国内风险资产遭遇急跌，A 股市场在春节

后下行 8%后回归稳态。第二阶段是海外疫情爆发进入避险模式时期，导火索来

自于疫情升级及 OPEC+会议的不欢而散，权益市场进入下行阶段，原油价格大

幅下跌且黄金价格仍在上升，A 股市场在其低风险敞口及充裕流动 性下仍维持

平稳。第三阶段是海外疫情进入加速爆发期，全球市场进入流动性危机，美联

储政策不及预期，美国财政政策迟迟不出台；以原油为代表的风险资产和以黄

金为代表的避险资产同步下行，全球资本市场陷入连环熔断， A 股市场在此背

景下也同样受累下行。第四阶段是全球流动性危机暂缓，以美联储发布无限量

QE及万亿财政政策为标志，全球市场结束了一波急跌，进入震荡行情。  

具体来看权益市场表现，A 股市场受益于较小风险敞口及充裕流动性表现出

相对韧性。美国股票市场重要指数在本轮调整中下跌 20%-25%，欧洲股票市场

指数下跌幅度在 25%-30%，亚太股票市场指数下跌幅度同样在 20%-25%，A 股市

场相对具有韧性，本轮调整幅度在 10%-15%。 

未来展望 

我国 2 月份经济数据受疫情影响已转为收缩，3 月份可能会有弱复苏，一

季度 GDP 增速大概率为负。海外疫情的蔓延会给我国二季度的出口和制造业投

资进一步带来下行压力，但会随着疫情拐点的到来而向上修复。展望二季度，

经济增长有望受益于国内生产活动恢复和政策加码刺激而迎来修复，但海外疫

情扩散对我国外贸产业链的负面冲击不容小觑，在外需疲弱的背景下，我国出

口和制造业投资可能受到一定拖累，且外贸活动陷入停滞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

失业，并通过收入效应减少消费，进一步冲击我国经济。  

与此同时，经济底部修复仍需政策呵护，货币宽松和财政扩张力度有望加

大。一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内政策操作空间得以打开，货币宽松政策为

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支持，财政政策加码聚焦减税降费和推动新老基建重大项目 

建设，产业政策则以促消费和稳就业为主。展望二季度，逆周期调控政策有望

加码，两会和 4 月政治局会议是重要的政策观察时点。其中，货币政策宽松力

度有望加大，降低贷款利率和企业的融资成本是央行的主要任务，但不会出现

“大水漫灌”；财政政策将会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

政府专项债规模等手段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予以支持；产业政策方面，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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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疫情逐渐冲击到我国外贸产业链，预计后续政策将向纺织服装、机电设备

等外需依赖度较大的行业倾斜。 

从经济修复和政策刺激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在二季度更多将呈现结构性特

征，以内需特征为主的行业确定性将更强。 

一方面，从外需结构来看。以行业出口交货值/主营业务收入来测算产品出

口依存度，电子设备和轻工制造的依存度相对较高，2018 年计算机等电子设备

制造业出口依赖度超 50%排名第一，文体用品、家具、纺服等轻工制造类行业

也超 20%；但整体来看，各行业出口依存度较 2007 年平均下降 40%左右。另一

方面，我国在全面升级境外输入疫情防控，全球经济贸易活动大多进入停滞。

例如，从 3 月底以来，境外国籍人士非重要事宜不得入境，所有从北京、上海

等口岸入境人员需集中隔离观察并全部做核酸检测。在此影响下，国际航空客

运急剧萎缩，出口产业链和旅游休闲行业将遭受更多海外疫情升级的影响。  

另一方面，从内需结构来看。从近期的产业政策来对内需刺激行业进行判

断，促消费稳就业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其中新基建和汽车消费是重要抓手。

新基建方面，工信部表示要加快 5G 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

联网、智慧城市等新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有望成为 2020 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促消费方面，南京、济南、青岛以及浙江多地开始发放消费券，其中杭州消费

券拉动作用已达到 15 倍。汽车消费方面，国常会决定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

免征购置税政策延长 2年，杭州、南昌等地也陆续出台汽车消费刺激政策。 

当前流动性危机暂缓，二季度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仍然来自于新冠疫情，4

月份是重要疫情观察期。在乐观预计下，倘若新冠疫情在二季度防控得当，全

球经济在二季度陷入衰退后便迎来修复，全球风险资产将迎来反弹，全球市场 

将进入新一轮基本面短期冲击的博弈，增长率先反弹的区域和行业将先行受益；

在悲观预计下，新冠疫情在三、四季度才迎来防控得当，那经济停滞带来的冲

击损害将更大，信用及债券等尾部风险爆发的概率加大，甚至逆全球化及全球

产业链瓦解的风险也相应抬升，萧条和危机或接踵而至。 

二季度是主题性的机会。在经历疫情的冲击下，受影响较小或在疫情后能

够强劲复苏的行业值得我们关注。从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看，受疫情影响较少

的行业主要还是消费、医药以及需要连续开工的行业。其中消费和医药的防御

属性得以体现。从长期看是价值首选。 除去消费医药外，银行、房地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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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等估值有相对优势，而非银金融则兼具估值和业绩的增速的优势，预计在

二季度具有避险的功能。而计算机、电子和通信等 TMT 行业在业绩成和估值上

或多或少都难以两全，更多的驱动力来自政策主题性的机会，疫情后的恢复能

力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从政策预期上来看，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对于稳定经济

增速至关重要，短期问增速看传统基建，而长期经济增长看新基建带来的后续

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