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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金挟持

基金经理冲、冲、冲

一边是高处不胜寒的股价，一边是汹涌入市的新资金。 尽管对长牛

信心不改，但短期调整的声音始终回响。 5000点之上，对于无论是始终

不能空仓的公募基金，还是需要赚取超额收益的私募基金，作出选择都

不容易。

明日《金牛理财周刊》导读

两市1024家公司逾六成预喜

中小板公司中期业绩增幅料创近5年新高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随着上市公司中期业绩逐渐明朗，市

场风向有望转向对业绩的关注。 Wind数

据显示， 截至6月11日收盘， 两市共有

1024家上市公司公布中期业绩预告，除

20家公司业绩不确定外，预喜公司（包括

续盈）达651家，预喜比例超过60%。

整体来看， 除业绩不确定的公司外，

预增、略增、续盈和扭亏公司分别为157

家、294家、157家和43家； 在业绩报忧公

司中，预减、略减、首亏和续亏公司分别为

85家、94家、75家和99家。

在具体板块方面，主板、中小板和创

业板已披露中期业绩预告的公司分别为

177家、755家和92家。 其中，中小板公司

基本披露完毕， 除9家业绩不确定外，预

增、 略增、 续盈和扭亏企业家数分别为

126家、249家、131家和22家； 预喜企业

占比70%，整体保持业绩高速增长。 如根

据预计利润上下限统计， 中小板公司中

期净利润同比增幅区间为 5.81%—

40.64%，均值为23.23%，有望迎来近5年

同期最大增幅。

在行业方面， 业绩预增公司占比过

半的行业主要有医药、建筑装饰、汽车、

电力设备、TMT、 化学制品和非银金融

等，而房地产、有色金属、钢铁、煤炭行业

的报喜公司占比排名垫底。 分析人士表

示，从业绩预增的比例来看，消费类非周

期性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有保障，而

受制于经济环境，周期性行业中的煤炭、

钢铁等上游资源品行业的业绩短期内难

有起色。

如以净利增长下限计，有483家公司

实现利润增长，149家公司净利增速在

50%以上，102家公司净利润翻倍。 其中，

中钢国际、顺荣三七、海翔药业等8家公

司净利同比增速超过10倍。 重大资产重

组、处置股权资产、并购并表是业绩暴增

公司的主要增长原因。 其中，中钢国际目

前位居两市“增长王” 。 公司报告期内预

计净利润20,000万—25,000万元， 同比

增长15,647.26%—19,534.08%，业绩增

长主要是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

成后，置入资产持续盈利能力较强。 顺荣

三七和海翔药业业绩大幅增长主要来自

收购企业并表。

在业绩报忧公司方面，目前亏损金额

最大的公司是苏宁云商。公司预计上半年

亏损58,192.3万—68,192.3万元。（相关

报道见A07版）

外资加码A股成市场热点

□

本报记者 吴锦才 徐国杰

虽然MSCI官方于北京时间6月10

日宣布暂未将A股纳入其指数体系，使

得跟踪其新兴市场指数的约1万多亿美

元基金仍在A股门外徘徊， 但来自业界

一线的信息表明， 海外投资机构已经加

快在A股布局，新增资金正在流向A股市

场。 一家合资基金公司总经理表示：“海

外投资者对进入中国股票市场已在一段

时间内持积极关注态度， 部分投资者因

担心中国股市涨幅过大或新兴市场中亚

洲占比较大而产生疑虑，但从中长期看，

海外投资者或主动或被动都会进入中国

市场，A股进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只是

时间问题， 大批海外资金将因此而进入

中国股市。 ”

位于上海的浦银安盛基金公司一位

高管回忆说，早在2014年初，他们即已捕

捉到海外资金对中国A股市场关注的脉

搏。 通过其外方股东法国安盛投资管理

（AXA� IM）的牵线，浦银安盛与多家欧

洲机构进行了接触，并在欧洲向包括管理

规模较大的退休基金、主权基金等在内的

机构客户进行了路演推荐，参与的机构客

户对中国A股市场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不久之后，一家欧洲资产管理公司选择浦

银安盛作为其QFII基金在中国A股市场

的投资顾问。 今年3月，这家欧洲客户又

追加了投资，表现出对中国A股市场的强

烈看好。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

数据，截至2015年5月29日，共批准271

家QFII机构；累计投资额度达744.74亿

美元，较上月增加8.59亿美元。 同时，累

计审批RQFII额度3827亿元人民币，较

上月增加190亿元；RQFII机构总数达

129家，较上月新增8家。 从2014年11月

开始，外资机构又多了沪港通这一投资

路径。 据银河证券统计，自2014年11月

17日开通以来，截至6月9日，沪股通累

计净买入1144.23亿元， 今年以来累计

净买入441.72亿元。 与此对应的是，申

请A股投资资格的外资机构逐年在全球

各地涌现。

感受到这股外资投资热情的还有海

通证券研究所的宏观分析师姜超。 今年4

月份，海通证券组织国际部、资管公司、香

港公司以及研究所组团去欧洲拜访客户，

姜超也一同随行。 他描述说，海外客户对

A股市场的熟悉程度在增加。中国香港的

客户对A股最熟悉，现在去香港推介几乎

不用讲英语，因为内地相关业务都换成了

中国人，香港的RQFII额度也是最早用光

的。 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还在缓慢推进，其

中伦敦最早开放RQFII， 申请也最为积

极，巴黎相对进展也较快，但德国、意大

利、瑞士等有待开发。

与此相应，姜超接触的客户也是五花

八门。“首先是跟中国已经接触了多年的

中国通， 他们已在中国本地设立合资公

司，忽悠起来连我们也叹为观止；然后是

已经通过RQFII和QFII投资A股市场的，

他们能和我们充分交流、你来我往；之后

是最近刚刚通过沪港通进入A股市场的，

他们是否会直接投资A股仍在考虑之中；

还有一种客户和你见面就属于很给面子，

他们完全不投资A股，只投资港股，和我

们坐下来就讲未来5年内绝对不打算开A

股账户， 说A股投资不讲估值不讲逻辑。

我们只好使出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的本

事，和对方唇枪舌剑尽情PK一个小时，依

然半斤八两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感觉至少

还是让他们多多少少改变了对中国资本

市场印象，起到了教育市场的效果。”（下

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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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弱增长 货币宽可期

□

本报记者 任晓

5月经济金融数据显示， 尽管工

业增加值连续两月上行， 但持续上行

动力不足；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维

持低位；股市分流居民消费需求。总体

经济仍在寻底过程中。业内人士认为，

在经济弱增长背景下， 稳增长仍需保

持力度，货币政策仍有放松空间。

投资继续放缓

数据显示， 前5月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同比增长11.4%，较前4月的12%

继续放缓。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报告认

为，新开工低迷使得房地产投资弱势，

资金约束下基建投资放缓， 固定资产

投资继续下行。 由于5月固定资产投

资环比有所改善，增速同比有所企稳，

但去年6月投资是短期高峰，今年6月

投资面临高基数影响， 预计同比增速

仍面临大幅下降压力。首先，房屋新开

工依然不足，房地产投资持续低迷；其

次，由于资金约束显现，基建投资增长

空间受限；再次，需求不见改善，制造

业投资难有起色。

民生证券宏观研究院报告认为，

近期一线城市商品房销售回暖， 但二

三线城市面临库存和人口压力， 全国

地产销售仍未见底， 带动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持续回落； 制造业仍处于去

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资本开支

动力不足； 发达国家加速贸易再平衡

叠加强势人民币，中长期出口不乐观。

未来投资企稳还需基建加码。

在消费数据方面，5月社会消费

品零售增长10.1%， 略高于4月的

10%。 中金公司报告认为，从分项数

据来看，消费总体上无明显改善。 一

是日用品消费增速有所回落，增速创

年内新低。居民大量出境消费对国内

消费形成一定分流，尤其是化妆品等

消费品。尽管财政部降低了部分进口

商品的关税，但境外商品在性价比上

仍比境内更有优势，可能继续抑制国

内部分商品的消费需求。 二是与房

地产相关消费受房地产销量回升的

带动有所改善，但改善幅度不大。 三

是在可选消费品方面， 受到股市红

火和打新股热情高涨的影响， 居民

资金持续流入股市， 抑制了可选消

费品的消费， 如黄金饰品的消费无

明显改善； 汽车销量同比虽略有上

升，但增幅仅为2.1%，仍是历史较低

水平。

居民存款向股市分流

金融数据显示，5月存款增长达

3.23万亿元。其中，居民存款出现净减

少，减少4413亿元；非银同业存款出

现异常升高，达1.94万亿元。

中金公司报告认为，居民存款的

增长明显差于季节性，显示在股市火

爆的情况下，居民存款持续向股市分

流，通过直接参与股市二级市场和打

新股、 间接申购基金等方式进入股

市。 居民存款的减少部分体现在非银

同业存款当中，以证券保证金的形式

体现。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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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震荡小票分化 机构恋战成长股

大盘站上5000点后，风格转换的迹象再度出现。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成长

股依然有足够的上涨理由，部分机构可能继续留守成长股。 多位公募基金经理

表示，近期确实增配了蓝筹品种，但精心挑选的成长股也继续保留。

主题唱戏 热点开花

强弱判断需看“赚钱效应”

自周二开始，伴随着题材热点的回暖，市场的赚钱效应出现恢复。 不过，若

要进一步推升指数突破盘整格局，尚需场内交投活跃度持续提升，带来更加丰

厚的赚钱效应，从而吸引增量资金入场，打开大盘向上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