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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四分法——市场预期的共识

与分歧？ 

 

 我们独创板块的“四分法”，为板块配置提供全新框架及视角。 

 

 独家的板块四分法：我们基于 11 个板块的预期一致性及看多程度两

个标准将板块分为“一致预期+高度看多”、“一致预期+低度看多”、

“分歧预期+高度看多”、“分歧预期+低度看多”四种类型。四种类型

的板块其对于投资决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一致预期+高

度看多”板块一旦弱于预期，回撤幅度最大；而“一致预期+低度看多”

板块一旦超预期，反弹幅度最大。 

 

 “一致预期+高度看多”：目前阶段为原材料、工业板块，此类股票预

期已经非常满，当前的周期位置已属高位，尤其是叠加“紧货币+紧信

用”的流动性拐点，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这两个板块保持谨慎。 

 

 “一致预期+低度看多”： 现阶段医疗与公用事业板块属于此类股票，

但医疗 vs 公用事业板块却不一样，医疗板块是因为现价涨幅过大导

致的“低度看多”，而公用事业在低估值、低涨幅的情况下则是由低预

期目标价导致的“低度看多”。一旦市场出现明显大幅回落，公用事业

板块在低估值、低预期的情况下很可能可以提供更好的防御性 

 

 “分歧预期+高度看多”： 目前，IT 板块属于此类型的典型，IT 板块

长期受到资金青睐，而目前 IT 的估值、技术指标都已经回落到正常水

平，没有过热，我们可以开始关注，在预期分歧的大背景下寻找预期

错位的投资标的来获取 Alpha。 

 
 “分歧预期+低度看多”： 目前，地产、金融、能源三个板块都属于此

类，可以重点关注其中的金融板块，尤其是寿险板块来获取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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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预期的共识与分歧？  

当前市场的特征需深入理解市场预期 

“…you can’t make money agreeing with the consensus view, which is already 

embedded in the price. Yet whenever you’re betting against the consensus, 

there’s a significant probability you’re going to be wrong…” 

—Ray Dalio 

 

2021 年至今，MSCI 中国指数已经自高点回落明显。我们计算了 MSCI 中国

指数成分股自 52 周高点的回撤幅度，不论是中位数还是平均幅度，都大约

在 20%左右，回撤幅度较为明显。价格回撤直接带动了整体估值回落。 

 
图表 1：MSCI 中国成分股自 52 周高点的回撤幅度 

 

 

 

 

注：计算为周度数据，截至 5 月 21 日当周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2021 年至今，MSCI 中国指数的估值已经出现了回落，这符合我们在《2021

年中国股市策略展望：先上后下，配置下沉》的观点，即 2021 年的股市回

报最大支撑来自盈利扩张，预计 2021 年很可能呈现盈利扩张、估值收缩的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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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当前的估值水平仍然在相对高位，MSCI 中国指数的远期市盈率

高于历史均值一个标准差，估值回落的压力仍然不小，而估值的结构性问题

仍然突出，即“新经济”板块 vs“旧经济”板块，“成长股”vs“价值股”

的估值差仍然处于高位。自下而上来看，当前的不同板块之间的估值分化、

板块内部的估值分化都非常明显（详见我们在《A 股、港股多维估值手册：

跨国别、跨资产、跨行业比较回调后的投资性价比》中的分析）。 

 
图表 2：MSCI 中国远期市盈率 

 

 

资料来源：Factset，浦银国际 

 

随着伴随着估值回落，2021 年的市场也出现了明显的轮动，即以“旧经济”

为代表的“价值股”开始明显跑赢“成长股”。而我们建议投资人寻找“价

值股”中的“成长股”以及“成长股”中的“价值股”料将有良好的表现。

关于此，我们在《板块轮动策略启示录：轮动是否会延续？》已有细致分析。 

 
图表 3：MSCI 中国成长指数 vs MSCI 中国价值指数过去 12 个月的相对表现 

 

 

  

资料来源：Factset，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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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TY0Mzc5OA==&mid=2247490266&idx=1&sn=51b40a84368c4a9ac04d79e18c377d47&chksm=e87dc6a3df0a4fb5fbd71db8fb572303a84f3a42fcb4b415541ee1a538c43da69c404835e83e&mpshare=1&scene=1&srcid=0520lNVNiWw4PQwuXRUcaev8&sharer_sharetime=1622429890016&sharer_shareid=f3667d758fb4a8047e47de9e0a37819d&exportkey=ATX7vecvNmF8T9t6%2F310rrw%3D&pass_ticket=%2BlLcsT43MYzhluNtg9PM%2FkcOl2VHvYWUDz18mCdZGfzfQzwb1wb5NWBl%2BM3GmX%2BN&wx_header=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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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以上，当前市场的特征主要为： 

 

 回撤明显； 

 

 估值回落，但估值仍维持相对高位，且估值的结构性问题突出；不同板

块、板块内部的估值分化非常明显。 

 

 板块、风格的轮动明显，“价值股”中的“成长股”以及“成长股”中的

“价值股”； 

 

在当前市场回撤明显、板块、风格大轮动的背景下，市场对于未来的走势开

始出现明显的分歧，看多、看好之声都充斥着市场，市场分歧越大，获取

Alpha 的土壤也就越厚实。我们在《不一样的周期？——股市周期分析框架

系列报告（二）》也强调了“当 Beta 面临不确定性，更凸显了 Alpha 的重要

性”。 

 

而获取 Alpha 很大程度必须了解市场预期的共识与分歧何在，再进一步结

合基本面以及估值进行判断。在下文分析中，我们基于个股的市场预期目标

价量化了板块的分歧度、看多程度，进而独创性地将板块分为四类，在此基

础上为板块配置提供新的视角。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TY0Mzc5OA==&mid=2247490078&idx=2&sn=68cfb664c608cbf9e104df9a8c1cdcd6&chksm=e87dc667df0a4f7184728698a4b56bdc1b00e1c48d53d2c918b45b130beb08af8bf9b616d56e&mpshare=1&scene=1&srcid=0518oVikV0pqjSSrHMfEcbDQ&sharer_sharetime=1621309712587&sharer_shareid=f3667d758fb4a8047e47de9e0a37819d&exportkey=AbpHOVEtYxY09yUFnSzPB3M%3D&pass_ticket=BzwUU7aCjOUbuOkHPpo%2BRcI9tOKFsdRwhg0Uo4bYHcven6k5XzT4aTgzqlkOFOwh&wx_header=0#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TY0Mzc5OA==&mid=2247490078&idx=2&sn=68cfb664c608cbf9e104df9a8c1cdcd6&chksm=e87dc667df0a4f7184728698a4b56bdc1b00e1c48d53d2c918b45b130beb08af8bf9b616d56e&mpshare=1&scene=1&srcid=0518oVikV0pqjSSrHMfEcbDQ&sharer_sharetime=1621309712587&sharer_shareid=f3667d758fb4a8047e47de9e0a37819d&exportkey=AbpHOVEtYxY09yUFnSzPB3M%3D&pass_ticket=BzwUU7aCjOUbuOkHPpo%2BRcI9tOKFsdRwhg0Uo4bYHcven6k5XzT4aTgzqlkOFOwh&wx_header=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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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市场预期的分歧与看多程度 

我们集合了 A 股中证 800（800 支股票）、港股恒生综合指数（超过 500 支

股票）以及在美上市超过 50 支 ADR，总共近 1400 只最主要的中国股票。在

此基础上，我们提取其在市场上的卖方目标价。 

 

我们将没有卖方覆盖或者少于 5 名分析师覆盖的股票剔除，剩余约 951 只

股票，这些股票的分析师覆盖数量平均为 17，中位数为 15，可以说这些个

股都具有充足的分析师覆盖，基于此我们进行随后的测算。 

 
图表 4：样本库中覆盖每只个股的分析师数量 

 

 

注：计算数据截至为 2021 年 5 月 27 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我们进一步计算了这 951 只个股的市场预期的分化度和看多程度： 

 

 市场预期的分化度。具体而言，即（分析师的最高目标价 － 分析

师最低目标价）/分析师平均目标价。该指标表示了市场预期对于个

股的观点分化度，结果越大，表示市场的预期分歧越高，结果越小

则表示市场对于该股的预期分歧越小，一致性越强。 

 

 市场预期的看多程度。具体而言，即分析师平均目标价/该股现价，

该指标越高，表示市场预期对于该个股越看多，该指标读数越低则

表示市场预期对于该个股越不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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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各板块的预期分化度及看多程度 

 

 

注：为剔除极值影响，取各板块的中位数，计算数据截至为 2021 年 5 月 27 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 11 个 GICS 板块进行排序： 

 

 市场预期一致性。读数越高（低），排名数字越大（小），表示市场

预期的分化度越高（低），一致性越低（高）。 

 

 市场预期的看多程度。读数越高（低），排名数字越大（小），表示

看多程度越高（低）。 

 

最后我们构建了 11 个板块的预期一致性及看多程度雷达图： 

 

图表 6：各板块的预期一致性及看多程度雷达图 

 

 

 

 

注：数字越大表示“一致性”越高，以及“看多程度”越高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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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板块四分法 

基于以上 11 个板块的预期一致性及看多程度两个标准。我们独家研发了股

票板块的四分法，即根据这两个标准的高低将所有板块分为 2*2 共 4 类： 

 

1. 一致预期+高度看多 

 

即市场目标价的分歧小、一致性高，但目标价相比现价的上涨幅度明显。

对于此类标的需要保持谨慎。因为市场整体预期已经打太满，如果基本面

实际数据或公司重大业务活动进展符合预期，不会上涨太多。但其抗冲击

的能力较弱，即使实际数据仅小幅弱于市场预期，可能导致的回撤幅度通

常也会非常显著。 

 

2. 一致预期+低度看多 

 

即市场目标价的分歧小、一致性高，但目标价相比现价的上涨幅度有限。

此类标的通常情况下相比现价预期不高，如果基本面实际数据或公司重大

业务活动进展小幅弱于预期，也不会下跌太多。一旦超预期，即使超预期

幅度不大，很可能也会带来预期的再修正，进而带来非常明显的价格反弹。 

 

3. 分歧预期+高度看多 

 

即市场目标价的分歧大、一致性最低，但目标价相比现价的上涨幅度明显。

这属于内部分期较大，但看多的势力占优。映射到二级市场上很可能反应

为多空双方各持己见，资金胶着角力。一旦出现基本面实际数据或公司重

大业务活动进展超预期，空头方或者观望资金将补仓，由于看多的实力先

前已经占优，因此整体的上涨幅度不会非常剧烈。但一旦出现弱于预期，

先前占优的多头资金流出将令股价下跌的幅度可能会较为明显。 

 

4. 分歧预期+低度看多 

 

即市场目标价的分歧大、一致性最低，但目标价相比现价的上涨幅度有限。

这属于内部分期较大，但不看多的势力占优。映射到二级市场上很可能反

应为多空双方各持己见，资金胶着角力，一旦出现基本面实际数据或公司

重大业务活动进展超预期，空头方或者观望资金将强势流入，因此整体的

上涨幅度可能会非常剧烈，但一旦出现弱于预期，由于先前不看多的力量

已经明显，下跌的幅度可能相对不会太剧烈。 

 

按照以上标准，11 个 GICS 板块将被划分至四个象限中。不同的分类，其

对应的投资影响也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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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股票板块的四分法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图表 8：板块四分法下的投资影响 
 

 基本面实际数据或

公司重大业务活动

进展弱于预期 

基本面实际数据或公

司重大业务活动进展

超预期 

投资侧重点 

一致预期+高度看多 回撤最大 反弹最少 Beta 交易为主 

一致预期+低度看多 回撤低 反弹最多 Beta 交易为主 

分歧预期+高度看多 回撤大 反弹较少 Alpha 交易为主 

分期预期+低度看多 回撤低 反弹多 Alpha 交易为主 
 

资料来源：浦银国际 

 
图表 9：中国股票各板块的预期一致性及看多程度分布 
 

 

注：为剔除极值影响，取各板块的中位数，计算数据截至为 2021 年 5 月 27 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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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预期 + 高度看多：原材料、工业板块需保持谨慎 

对于一致预期且高度看多的标的，我们通常都需要保持高度谨慎，因为高预

期、高一致预期的情况下，通常意味着仓位也非常满，一旦实际状况略微弱

于预期，很容易导致大幅回撤。 

 

目前属于一致预期高度看多的板块典型主要为：原材料、工业板块（图表 9）。

今年以来工业、原材料为代表的强周期板块都表现强劲。从技术面来看，这

两个板块当前的 RSI 都处于历史百分位高位，显示板块已经非常热门。我们

在《不一样的周期？——股市周期分析框架系列报告（二）》提及，当前的

周期位置已属高位，尤其是叠加“紧货币+紧信用”的流动性拐点，在此情

况下，我们更有理由对这两个板块“一致预期+高度看多”的情况保持高度

谨慎。 

 

图表 10：板块的 30 天 RSI 

 

 

注：为剔除极值影响，取各板块的中位数，计算数据截至为 2021 年 5 月 28 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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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TY0Mzc5OA==&mid=2247490078&idx=2&sn=68cfb664c608cbf9e104df9a8c1cdcd6&chksm=e87dc667df0a4f7184728698a4b56bdc1b00e1c48d53d2c918b45b130beb08af8bf9b616d56e&mpshare=1&scene=1&srcid=0518oVikV0pqjSSrHMfEcbDQ&sharer_sharetime=1621309712587&sharer_shareid=f3667d758fb4a8047e47de9e0a37819d&exportkey=AbpHOVEtYxY09yUFnSzPB3M%3D&pass_ticket=BzwUU7aCjOUbuOkHPpo%2BRcI9tOKFsdRwhg0Uo4bYHcven6k5XzT4aTgzqlkOFOwh&wx_header=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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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预期 + 低度看多：医疗、公用事业板块，公用事

业板块可以提供更好防御 

对于一致预期且低度看多的标的，通常为防御型特征较为明显的板块，这类

板块基本面确定性高，因此市场的分歧不大，但上行空间通常也有限。 

 

据图表 9，目前阶段公用事业、医疗板块可以归为“一致预期+低度看多”

的板块，但医疗板块 vs 公用事业板块却完全不同。医疗板块是 MSCI 中国

指数所有板块中目前远期市盈率最高的板块，且医疗板块在过去 1 年也同

样是大幅跑赢 MSCI 中国指数，而公用事业板块的绝对估值水平、历史相对

水平都处于相对低位，在过去一年跑输 MSCI 中国指数。 

 

因此同样是“一致预期+低度看多”，但医疗 vs 公用事业板块本质上却不一

样。医疗板块是因为现价涨幅过大导致的“低度看多”，而公用事业在低估

值、低涨幅的情况下则是由低预期目标价导致的“低度看多“。 

 

虽然医疗板块整体因疫情、疫苗等因素，基本面仍然有明显支撑，但一旦市

场出现明显大幅回落，公用事业板块在低估值、低预期的情况下很可能可以

提供更好的防御性。 

 

 

图表 11：医疗与公用事业板块远期市盈率  图表 12： MSCI 中国指数及板块过去 1 年回报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注：计算截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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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歧预期 + 高度看多：IT 板块自下而上挖掘预期错

位的标的 

对于分歧预期且高度看多的标的，市场整体来说依然是看好的，但其内部分

歧较大。这种时候我们就极有必要自下而上来选取标的，具体甄别市场预期

的分歧在哪里，从而寻找市场预期错位的标的进行配置。 

 

据图表 9，IT 板块目前属于“分歧预期+高度看多”的板块。IT 板块长期受

到海内外资金的青睐，尤其是疫情后加速“线上化”、“数字化”的趋势，令

IT 板块受益，而加速国产替代也同样令软硬件都将受益。目前整体来看，IT

板块估值虽然相比 2019 年年初的极低水平仍有明显的下行空间，但已自

2020 年的高位大幅回落至正常水平。IT 板块的技术指标来看，30 天的 RSI

的水平在 4 年、16 年的维度来看都处于一个中间水平，没有出现超买迹象。

从估值、技术面来看，IT 板块已经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有必要自下而上挖掘

标的，在预期分歧的大背景下寻找预期错位的投资标的来获取 Alpha。 

 

  

图表 13：IT 板块历史百分位  图表 14：IT 板块远期市盈率 

 

 

 

 

注：计算截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注：计算截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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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歧预期 + 低度看多：地产、金融、能源中或可关注

金融板块 

据图表 9，目前阶段地产、金融、能源这三个板块属于市场预期分歧较为明

显，与此同时整体的板块看多程度偏低的板块。这三个板块都经历了较长时

间的低迷，不受资本市场青睐，绝对、相对角度来看，整体估值都处在低位

水平。 

 

地产板块主要受制于整个政策端的强力限制；能源板块则主要受到原油价

格供应端的增产不确定影响叠加“碳中和”带来的能源结构影响，从短期、

中长期都将对该板块构成情绪面、基本面的影响。而在低估值的金融板块中，

仍存在着诸如寿险这类具有长期基本面支撑的标的，在整体板块低度看多

的情况下，整体的收益风险比较好。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地产、能源宏观变量驱动更为明显，获取 Alpha 的

难度较大。但金融板块内部的细分券商、银行、保险等更细分的行业，它们

长期竞争格局、基本面等因素分化更明显，获取 Alpha 的难度低于地产、能

源板块。因此，在这三个存在预期分歧的板块中，相对更值得关注金融板块

以获取潜在的 Alpha。具体而言，我们相对看好金融板块中的寿险行业。 

 

 

  

图表 15：能源、金融及地产板块历史百分位  图表 16：能源、金融及地产板块远期市盈率 

 

 

 

 

注：计算截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注：计算截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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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我们独创板块的“四分法”，为板块配置提供全新框架及视角。 

 

我们基于 11 个板块的预期一致性及看多程度两个标准将板块分为“一致预

期+高度看多”、“一致预期+低度看多”、“分歧预期+高度看多”、“分歧预期

+低度看多”四种类型。四种类型的板块其对于投资决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一致预期+高度看多”板块一旦弱于预期，回撤幅度最大，而“一致预期

+低度看多”板块一旦超预期，反弹幅度最大。 

 

1. “一致预期+高度看多”：目前阶段为原材料、工业这两个板块，此类股

票预期已经非常满，当前的周期位置已属高位，尤其是叠加“紧货币+

紧信用”的流动性拐点，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这两个板块保持谨慎。 

 

2. “一致预期+低度看多”：目前阶段，医疗与公用事业板块属于此类股票，

但医疗 vs 公用事业板块却不一样，医疗板块是因为现价涨幅过大导致

的“低度看多”，而公用事业在低估值、低涨幅的情况下则是由低预期

目标价导致的“低度看多”。一旦市场出现明显大幅回落，公用事业板

块在低估值、低预期的情况下很可能可以提供更好的防御性。 

 

3. “分歧预期+高度看多”：当前阶段，IT 板块属于此类型的典型，IT 板块

长期受到资金青睐，而目前 IT 的估值、技术指标都已经回落到正常水

平，没有过热，我们可以开始关注，在预期分歧的大背景下寻找预期错

位的投资标的来获取 Alpha。 

 

4. “分歧预期+低度看多”：地产、金融、能源三个板块目前属于此类，可

以重点关注其中的金融板块，尤其是寿险板块来获取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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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未来 12 个月，预期个股表现逊于同期其所属的行业指数 

 

行业评级定义（相对于 MSCI 中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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