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向标”显现 资金布局看“性价比”

本报记者 徐金忠 黄淑慧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截至8月1日发布的173份上市公司公告发现，相比一季度，90家上市公司二季度股东数量减少，79家上市公司股东数量增加。 机构在二季度继续抱团热门股，但是部分涨幅较大的个股有筹码分散的情况，表明机构逐步“落袋为安” 。

总体来看，年中基金机构、北上资金等持股继续向白马蓝筹绩优个股集中，市场“二八行情”仍旧强劲。 但是，市场资金除抱团外，部分“二线价值”和“真成长”的机会正在受到机构关注。 市场人士认为，下半年价值投资、确定性仍将是主基调，但可以关注资金投资“逸散”带来的市场机会。

路线图显露

随着上市公司中报的不断披露，市场资金的布局路线图逐步显露。 以上半年的老板电器为例，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公司股东总户数为32060户，户均持股数为29602股，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比例为62.76%，而一季度末，公司股东总户数为17798户，户均持股数为41019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比例为61.93%。 同样，在贵州茅台的持股中，截至6月30日，其股东总户数为80670户，户均持股数为15572股，而一季度末，上述数据为68033户和18465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比例则从一季度末的75.41%上升为二季度末的75.65%。 这样的持股结构变化显示出，二季度大量投资者涌向公司，但是大比例持股的股东，其持股抱团的趋势则有所加强。

在一些不太“热门”的个股上，资金布局显示出不一样的景象，显露出市场资金在博取其中可能的机会。 以*ST青松为例，二季度末，公司的股东户数从一季度末的168821户减少为110935户，户均持股数量从8167股增加为12429股，前十名股东的持股占比有所提升。 公告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2亿元，同比增长0.46%，净利润为-1.23亿元，同比增长28.23%，公司明确表示，下半年的目标就是“扭亏” 。

对于年中部分上市公司“筹码”的布局，国金证券分析人士认为，这既是此前市场热点的体现，也是下半年市场机会的凸显。 “个股的筹码分布具有指向性意义，特别是公司股东数量的大幅变化值得关注。 如果是大幅增加，那么就要看是否存在散户资金进入、机构资金撤离的情况；如果大幅减少，则很可能意味着有机构资金等在强势揽入筹码。 当前披露年报的公司相对有限，但是从筹码分布来看，已经有机构资金减持上半年热点的情况出现。 ”

“国家队”受关注

根据财汇金融大数据终端统计，截至8月1日，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汇金）共出现在54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证金）则出现在20家公司中，社保基金出现在40家公司中，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出现在18家公司。

数据显示，除去海康威视、歌尔股份、东方财富、涪陵榨菜、万华化学等公司的送转因素外，汇金二季度在上述54家公司中的持股数量未有增加。 证金公司则新进或增持了部分公司。 截至8月1日，在上述已经披露中报的20家上市公司中，证金公司新进入了华策影视、昆仑万维、汤臣倍健、东软载波、苏交科、迈克生物、亿纬锂能等7家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这7家公司全部为创业板股票。 与此同时，证金增持了浙江龙盛、陆家嘴、国电南瑞、南京高科等个股。

截至8月1日，全国社保基金旗下组合也新进或增持了康泰生物、捷成股份、再升科技等31家公司，其中亿纬锂能、国电南瑞、迈科生物、南京高科等公司同时被证金和社保新进或增持。

“国家队”的进入，点燃了一波“证金概念股”行情。 持仓情况公布后，华策影视、昆仑万维、南京高科、亿纬锂能、浙江龙盛等均有不错的涨幅。

公募基金持仓情况早前已经在基金二季报中体现。 财汇金融大数据终端根据基金二季报，以及截至8月1日已经披露的上市公司中报统计发现，公募基金共出现在1812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单中。

凯石金融产品研究中心以全部开放式主动股混基金为样本进行重仓股层面的分析，出现的重仓股共计1723只。 二季度基金投资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市值比重继续下降，投资市值合计占比为39.73%，较2017年一季度的42.49%下降2.75%，中小板和创业板均遭遇资金较大流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5年7月，证金公司还曾出资2000亿元设立了五只公募基金(成立规模各400亿元)，这五只公募基金也被称为“国家队基金” 。 这五只基金分别是华夏新经济、易方达瑞惠、嘉实新机遇、南方消费活力、招商丰庆。 从这五只基金的二季报来看，基本上都是重仓大盘蓝筹股。 其中，华夏新经济在五只基金中的股票仓位最高，达到72.52%，前十大重仓股中有四席是银行股。 嘉实新机遇股票仓位达到53.47%，前几大重仓股中也基本是格力电器、美的集团、伊利股份、兴业银行、新华保险、贵州茅台等消费白马股和金融股。

继续“抱团”

除了上述基金机构外，在两地互联互通机制下，香港市场的“北上资金”同样引人关注。 资料显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出现在贵州茅台、亿阳信通、国电南瑞、西山煤电、万华化学、圣农发展、浙江鼎力、光华科技、海康威视、宏发股份等个股的前十大股东名单中。 观察上述名单，“北上资金”紧抓业绩增长、确定性机会等趋势明显。 上述个股中，西山煤电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述公司股东扣非后净利润增长106.05%，亿阳信通上半年实现扣非后净利润增长34.84%，国电南瑞上半年实现扣非后净利润增长22.19%。

当然，上述市场资金除了继续抱团价值股以外，一些阶段性的操作也并不鲜见。 以贵州茅台为例，二季度茅台前十大股东持股发生一些变化。 其中，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大幅增持470万股，其一季度曾大幅减持916万股。 另外，证金公司继续减持63.2万股，至此其已经连续5个季度减持贵州茅台，累计减持约1230万股；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减持40.2万股。

基金机构等持股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指出下半年的市场机会。 财富证券指出，历史上两轮抱团取暖行情的经验显示，以往市场中此种行情持续时间大概是15个月左右，而本次传统白马股行情从2016年二季度开始已持续约14个月。 从基金持仓角度看，通过观察基金重仓股，发现2016年一季度基金重仓的成长股网宿科技、宋城演艺、顺网科技等已不在2017年一季度重仓股中。 2017年一季度重仓的传统白马股，贵州茅台、格力电器、伊利股份等目前仓位已经不低，财富证券认为白马行情或已接近尾声。

“整体来看，市场资金如公私募基金、‘国家队’ 、北上资金等的布局仍偏向于大盘蓝筹、价值白马股等。 虽有‘国家队’新进创业板公司、机构资金减持大白马、北上资金调换投资标的等情况出现，但是当前市场大趋势不变，市场需要关心的是这些资金的投资关注点‘逸散’到哪里，这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非常重要。 ”有私募机构权益投资总监认为。

上述私募机构人士认为，对于已居高位的白马蓝筹股，市场资金正在显示出“落袋为安”的态势，这从部分个股的持股集中度以及基金机构的持股情况中可以发现。 但是，二线白马股、细分行业龙头以及真成长股等机会正在引起市场大资金的关注。 “这类大资金很看重投资性价比，涨幅较小的二线白马股、受益于行业竞争格局变化的龙头企业、市场风格下错杀的真成长机会等，无疑会吸引这类资金进行布局。 随着上市公司中报的陆续披露，这一趋势有望进一步显露。 ”该私募机构投资总监表示。

业绩为王 精选个股

□本报记者 黄淑慧

对于“国家队”现身部分创业板个股前十大股东名单，一

些机构人士认为，创业板部分个股的投资价值开始显现，但整

体而言板块仍然缺乏趋势性机会。从近期机构的观点来看，对

于下半年行情，不少机构认为，应紧扣业绩确定性进行布局。

创业板部分股票价值显现

对于近期创业板的表现，朱雀投资表示，国务院日前发布

《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同时“国家队” 出现在个别创业板公

司十大股东名单，在此背景下，创业板风格有所切换，成长板块

表现相对较好。 而从盈利趋势与估值匹配角度来看，创业板整

体目前仍缺乏趋势性机会，但部分个股的投资价值开始显现。

朱雀投资进一步指出， 创业板目前盈利下行趋势并未扭

转，剔除温氏股份，创业板中报预计净利润增速21.4%，内生

增速约15%。预计下半年盈利增速趋势继续回落，但明年将趋

于稳定。 目前创业板板块整体PE （TTM）45.55， 中位数

57.32；PB（LF）4.19，中位数4.80。作为整体，创业板不具备估

值扩张的基础，在当前价值投资主线下，投资者不会因为创业

板标签而忽略好公司， 但重点依然在于业绩增速与确定性以

及估值的匹配。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高挺表示， 市场或过度解

读“国家队” 现身某些创业板公司前十大股东的公告，“国家

队” 的操作风格可能不会改变，或继续增持银行减持非金融

板块。

高挺认为，从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的历史数据来看，

“国家队” 于2015年第三季度已持仓217只创业板股票。 在过

去的六个季度中，“国家队”对创业板的持股数量整体呈逐步

下降趋势， 其持仓始终以主板公司为主 （约占持股市值的

90%）。 分行业来看，“国家队” 一直偏好金融板块。

坚持“业绩为王”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 一些机构投资者认为，A股市场整

体偏价值的风格难转变，还是应当坚持“业绩为王” 去发掘

个股。

长信基金投研团队表示，第三季度将是全年较好的投资时

段。目前来说，经济增速前高后低或成共识，但其韧性仍可能带

来周期股打先锋、金融股垫后、消费白马股跟涨的局面。且随着

市场风险偏好的提升，A股的投资风格将更趋理性化， 成长性

和估值匹配度相对较高的行业龙头股有望进一步获取估值溢

价。今年下半年的整体行业配置仍会考虑以业绩增速维持在高

位的消费白马股打底仓，辅以适量的供给受限的周期性行业股

和估值相对较低的金融龙头股。

华宝兴业基金指出，进入8月，不论是从中报的角度，还

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而言，逐步进入了数据密集验证时期。从

盈利的确定性来看，如果假设越早公布中报的公司业绩越好，

那么可以预计在8月15日前公布中报的公司在行业中的占比

（共有534家公司将在8月15日前公布中报， 占A股全部上市

公司约16.2%的比例），从行业分布可以发现，周期和消费行

业的中报业绩可能会更靓丽（钢铁、食品、石油石化、建材、家

电），这和中报业绩预告的结论也是相互验证的。

海富通内需热点基金经理黄峰表示， 对于市场的后续走

势，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但节奏上可能会有所调整，市场对宏

观经济产业等各方面认识不会一蹴而就。 中国经济已经出现

局部改善。 首先，部分传统产业结构性出清，尤其是以化工中

一些子产业为代表， 这种结构性力量相较周期性力量或更为

平稳持续。其次，近两年来房地产市场进行了一轮较为彻底的

去库存，这种去库存尤其集中在三四线城市。 第三，在金融领

域开始加强监管和风险控制， 有核心竞争力的金融企业或明

显受益。 因此，后续看好的行业板块将围绕上述逻辑展开。 短

期内，大消费领域看好业绩超预期部分个股，纯周期类则将取

决于经济走势是否进一步超预期。

国务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是国务发展

研究中心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

研究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中重要的理论和政策

问题；突出研究金融领域具有宏观性、战略性、

政策性和预见性的问题，直接为中央、国务院决

策服务；重点对中国的货币政策、银行、保险、证

券、 汇率等监管政策及有关问题进行全方位的

研究。

为建设国际一流智库， 吸引专业化、 复合

型、高素质人才，中心党组决定面向中心内外公

开选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以下

简称金融所）所长（管理岗位三级）。

一、指导原则

坚持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

要求的选拔任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各项原

则，突出职位特点和工作实绩，注重能力素质和

一贯表现，注重因事择人和专业素养，不简单以

分数取人， 精准科学选拔符合岗位需求的领导

人才。

二、公开选拔职位和资格条件

金融所所长报名人员要同时具备以下资格

和条件：

（1）《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

第六条规定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基本条件。

（2）属于党政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

业单位、事业单位的，必须担任正局级职务或担

任副局级职务两年以上； 属于主要负责人由中

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 必须担任企业

领导班子副职或担任总部部门正职、 二级企业

领导班子正职两年以上； 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

理的其他中央企业、 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直属企

业和省市区直属企业的， 必须担任企业领导班

子正职或担任领导班子副职两年以上； 属于其

它类型单位的，必须具有相当任职经历。

任职时间计算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

（3）专业知识和理论功底扎实，具有全日

制研究生学历，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专业为经

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等相关领域，熟悉一门外

语。 在能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单位工作的报名人

员，应具有正高级职称。

（4）报名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

和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对外协调能力、课题研

究能力。 应长期从事金融政策领域方面的研究，

参加过有关金融政策的评估工作， 主持过有关

金融政策研究的国家部委级以上课题， 有独立

完成的公开发表或内部使用的有关金融政策的

高质量研究成果。

（5） 户口在京人员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

（1962 年 7 月 31 日后出生）， 户口在京外人员

年龄一般在 50 周岁以下（1967 年 7 月 31 日后

出生）。

（6）符合任职需要的其他有关政策规定。

三、报名与资格审查

（一）报名人员在我中心网站（www.drc.

gov.cn/gyzx）下载并填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公开选拔报名表》， 并向中心人事局提供以

下材料：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开选拔报名

表》；

2. 现任职务任职文件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文件；

3.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

4.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证书、国务院特殊津

贴证书等；

5.10 篇由本人独立完成的， 公开发表或内

部使用的研究成果；

6.本人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报名表》和现任职务任职文件或专业技

术职务聘任文件需以邮政特快专递 （其它快递

形式不予接收和承认） 寄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人事局（邮编 100010；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

内大街 225 号）。

《报名表》电子版和其它材料以数码照片

或扫描成 PDF 文件形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gongjian97@163.com。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31 日， 以中

心人事局收到报名材料日期为准。

（二）中心人事局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

查。 审核合格人员，中心人事局将通过电话和电

子邮箱两种方式通知本人。

审核合格并参加考试人数如少于 3 人，中

心将取消本次公开选拔。

四、统一测试

通过资格审查人员来中心参加统一测试，

先进行外语测试，外语测试合格后再参加笔试、

面试，笔试、面试成绩和论文评阅成绩按比例计

算总成绩。

1.外语测试分为笔试和口语测试，外语测试

成绩合格（百分制 60 分以上）者可参加后续笔

试、面试。 外语测试成绩不计入总成绩。

2.笔试主要测试应试者的政治理论、政策水

平和专业知识。 笔试时间 3 个小时。

3.面试主要测试应试者领导能力、个性特征

与选拔职位的匹配程度。 重点是组织领导能力、

对外协调能力、课题研究能力、政策理论创新能

力。 面试为半结构化形式。

4.评阅论文。 要求应试人员提交 10 篇相关

领域的研究成果，由阅卷专家组进行评阅打分。

5. 笔试、 面试和论文均以百分制计分，按

2:5:3 的权重计算测试总成绩。

五、确定考察人选

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德才条件，将论文、笔

试、面试成绩、外语水平与平常一贯表现和人岗

相适等情况综合考虑，经过充分酝酿，按照 3：1

的比例，由中心党组会议择优确定考察对象。

六、组织考察

派出考察组对考察对象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深入考察。

七、任用决定

中心党组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金融所所长人

选。 中心党组集体讨论认为无合适人选，公开选

拔职位暂时空缺。

八、公示

对中心党组决定任用的拟任人选进行公

示。 公示后， 未发现影响任用问题的办理聘任

手续。

九、试用

公开选拔的金融所所长试用期 1 年， 试用

期满，经过考核，胜任者正式聘任；不胜任者予

以解聘，原属中心之外的人员，在免职之日起 3

个月内自行解决工作安排事宜，离开中心。

联系人：陈波 宫剑

电话：（010）6527099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 8 月 2 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公开选拔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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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资金动向

F

“风向标”显现 资金布局看“性价比”

□本报记者 徐金忠 黄淑慧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截至8月1日发布的173份上市公司公告发现，相比一季度，90

家上市公司二季度股东数量减少，79家上市公司股东数量增加。 机构在二季度继续抱

团热门股，但是部分涨幅较大的个股有筹码分散的情况，表明机构逐步“落袋为安” 。

总体来看， 年中基金机构、 北上资金等持股继续向白马蓝筹绩优个股集中， 市场

“二八行情” 仍旧强劲。但是，市场资金除抱团外，部分“二线价值” 和“真成长” 的机会

正在受到机构关注。市场人士认为，下半年价值投资、确定性仍将是主基调，但可以关注

资金投资“逸散” 带来的市场机会。

路线图显露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的不断披露， 市场资金的布

局路线图逐步显露。 以老板电器为例，Wind资讯的数

据显示，截至6月30日，公司股东总户数为32060户，户

均持股数为 29602股， 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比例为

62.76%。 而一季度末，公司股东总户数为17798户，户

均持股数为41019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比例为61.93%。

同样，在贵州茅台的持股数据中，截至6月30日，其股东

总户数为80670户，户均持股数为15572股，而一季度

末，上述数据为68033户和18465股，前十名股东持股

比例则从一季度末的 75.41%上升为二季度末的

75.65%。 这样的持股结构变化显示出，二季度大量投

资者涌向该股，但是大比例持股的股东，其持股抱团的

趋势则有所加强。

在一些不太“热门” 的个股上，资金布局显示出不

一样的景象， 显露出市场资金在博取其中可能的机会。

以*ST青松为例，二季度末，公司的股东户数从一季度

末的168821户减少为110935户， 户均持股数量从8167

股增加为12429股， 前十名股东的持股占比有所提升。

公告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2亿元，同比增

长0.46%，净利润为-1.23亿元，同比增长28.23%，公司

明确表示，下半年的目标就是“扭亏” 。

对于年中部分上市公司“筹码” 的布局，国金证券

分析人士认为，这既是此前市场热点的体现，也是下半

年市场机会的凸显。 “个股的筹码分布具有指向性意

义，特别是公司股东数量的大幅变化值得关注。 如果是

大幅增加，那么就要看是否存在散户资金进入、机构资

金撤离的情况；如果大幅减少，则很可能意味着有机构

资金等在强势揽入筹码。 当前披露年报的公司相对有

限，但是从筹码分布来看，已经有机构资金减持上半年

热点的情况出现。 ”

“国家队” 受关注

根据财汇金融大数据终端统计，截至8月1日，中央

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汇金）共出现在54家上市公司

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证金）则出现在20家公司中，社保基金出现在40家

公司中，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出现在18家公司。

数据显示，除去海康威视、歌尔股份、东方财富、涪

陵榨菜、万华化学等公司的送转因素外，汇金二季度在

上述54家公司中的持股数量未有增加。证金公司则新进

或增持了部分公司。 截至8月1日，在上述已经披露中报

的20家上市公司中，证金公司新进入了华策影视、昆仑

万维、汤臣倍健、东软载波、苏交科、迈克生物、亿纬锂能

等7家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这7家公司全部为创业板股

票。与此同时，证金增持了浙江龙盛、陆家嘴、国电南瑞、

南京高科等个股。

截至8月1日，全国社保基金旗下组合也新进或增持

了康泰生物、捷成股份、再升科技等31家公司，其中亿纬

锂能、国电南瑞、迈科生物、南京高科等公司同时被证金

和社保新进或增持。

“国家队” 的进入，点燃了一波“证金概念股” 行

情。持仓情况公布后，华策影视、昆仑万维、南京高科、亿

纬锂能、浙江龙盛等均有不错的涨幅。

公募基金持仓情况已经在基金二季报中体现。财汇

金融大数据终端根据基金二季报，以及截至8月1日已经

披露的上市公司中报统计发现，公募基金共出现在1812

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单中。

凯石金融产品研究中心以全部开放式主动股混基

金为样本进行重仓股层面的分析， 出现的重仓股共计

1723只。二季度基金投资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市值比重继

续下降，投资市值合计占比为39.73%，较2017年一季度

的42.49%下降2.75%，中小板和创业板均遭遇资金较大

流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5年7月，证金公司还曾出资

2000亿元设立了五只公募基金(成立规模各400亿元)，

这五只公募基金也被称为“国家队基金” 。这五只基金

分别是华夏新经济、易方达瑞惠、嘉实新机遇、南方消

费活力、招商丰庆。 从这五只基金的二季报来看，基本

上都是重仓大盘蓝筹股。其中，华夏新经济在五只基金

中的股票仓位最高， 达到72.52%， 前十大重仓股中有

四席是银行股。 嘉实新机遇股票仓位达到53.47%，前

几大重仓股中也基本是格力电器、 美的集团、 伊利股

份、兴业银行、新华保险、贵州茅台等消费白马股和金

融股。

继续“抱团”

除了上述基金机构外， 在两地互联互通机制下，香

港市场的“北上资金”同样引人关注。资料显示，香港中

央结算有限公司出现在贵州茅台、亿阳信通、国电南瑞、

西山煤电、万华化学、圣农发展、浙江鼎力、光华科技、海

康威视、宏发股份等个股的前十大股东名单中。 观察上

述名单，“北上资金” 紧抓业绩增长、确定性机会等趋势

明显。 上述个股中，西山煤电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述公

司股东扣非后净利润增长106.05%，亿阳信通上半年实

现扣非后净利润增长34.84%， 国电南瑞上半年实现扣

非后净利润增长22.19%。

当然， 上述市场资金除了继续抱团价值股以外，一

些阶段性的操作也并不鲜见。 以贵州茅台为例，二季度

茅台前十大股东持股发生一些变化。 其中，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大幅增持470万股， 其一季度曾大幅减持

916万股。 另外，证金公司继续减持63.2万股，至此其已

经连续5个季度减持贵州茅台， 累计减持约1230万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减持40.2万股。

基金机构等持股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指出下半年

的市场机会。 财富证券指出，历史上两轮抱团取暖行情的

经验显示，以往市场中此种行情持续时间大概是15个月左

右，而本次传统白马股行情从2016年二季度开始已持续约

14个月。 从基金持仓角度看，通过观察基金重仓股，发现

2016年一季度基金重仓的成长股网宿科技、 宋城演艺、顺

网科技等已不在2017年一季度重仓股中。 2017年一季度

重仓的传统白马股，贵州茅台、格力电器、伊利股份等目前

仓位已经不低，财富证券认为白马行情或已接近尾声。

“整体来看， 市场资金如公私募基金、‘国家队’ 、

北上资金等的布局仍偏向于大盘蓝筹、 价值白马股等。

虽有‘国家队’新进创业板公司、机构资金减持大白马、

北上资金调换投资标的等情况出现，但是当前市场大趋

势不变，市场需要关心的是这些资金的投资关注点‘逸

散’到哪里，这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非常重要。 ” 有私募

机构权益投资总监认为。

上述私募机构人士认为， 对于已居高位的白马蓝筹

股，市场资金正在显示出“落袋为安”的态势，这从部分个

股的持股集中度以及基金机构的持股情况中可以发现。但

是，二线白马股、细分行业龙头以及真成长股等机会正在

引起市场大资金的关注。“这类大资金很看重投资性价比，

涨幅较小的二线白马股、受益于行业竞争格局变化的龙头

企业、市场风格下错杀的真成长机会等，无疑会吸引这类

资金进行布局。 随着上市公司中报的陆续披露，这一趋势

有望进一步显露。 ”该私募机构投资总监表示。

制图/韩景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