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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五成基金公司加仓股票

封闭式基金6月底股票仓位超七成

□本报记者 林荣华

7月19日，公募基金二季报披露完毕。 据天相投顾统计，

报告期内股票型开放式基金和混合型开放式基金股票仓位

均小幅下降，但封闭式基金的股票仓位提升了3.4个百分点，

达到70.97%。基金公司中，约48.48%的公司在二季度提高了

股票仓位。

具体看， 股票型开放式基金二季度末的股票仓位

88.17%，相比一季度末小幅减小0.42个百分点；混合型开放

式基金二季度末的股票仓位为68.95%， 相比一季度末小幅

减少0.89个百分点。 开放式基金整体股票持仓占比为

70.41%，较一季度末小幅减少0.87个百分点。 不过封闭式基

金的股票仓位提升明显，二季度末股票持仓占比为70.97%，

较一季度末提高3.4个百分点。

持股集中度方面，各类开放式基金的持仓集中度均有所

上升。 其中， 混合型开放式基金持股集中度从一季度的

55.72%提升到59.96%， 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的持股集中度从

一季度的52.41%提升到55.63%。 开放式基金的整体持仓集

中度从55.19%提升到59.27%。不过，封闭式基金的持股集中

度不升反降， 从一季度末的54.10%， 降至二季度末的

53.28%。

重仓股持仓占比上，各类基金均有所提高，“抱团” 程度

提高。 开放式基金的重仓股占比从一季度的39.89%提高到

二季度末的42.33%， 封闭式基金的重仓股占比也从一季度

末的36.56%提高到37.81%。

分公司看，在可统计的132家基金公司中，二季度股票

仓位占比提升的有64家，占比48.48%。 其中，仓位提升最多

的基金是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仓位提升达48.16个

百分点； 金信基金的股票仓位也提升了39.03个百分点。 此

外，格林基金、新疆前海联合基金、中国人保资产的股票仓位

提升也都超过30个百分点。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仓位则大幅减少， 减幅达

36.23个百分点；先锋基金、鑫元基金的股票仓位减少幅度也

超过25个百分点。 此外，华富基金、中金基金、前海开源基

金、华泰保兴基金、长江证券(上海)资产、中科沃土基金、新

华基金、东方基金的股票仓位减少超过10个百分点。

重仓股持仓占比上，格林基金的重仓股占比最高，达到

69.78%；益民基金、宝盈基金、弘毅远方基金、东方阿尔法基

金的重仓股占比也都超过60%。

基金二季报揭示投资密码：开始减持部分“核心资产”

优质股权仍是投资者未来应优先配置资产

□本报记者 李惠敏 叶斯琦

二季度，A股下跌3.62%， 与一季度大涨23.92%形成明

显反差。 在这波行情中，公募基金仓位小幅下降。 从具体调仓

情况来看，美的集团、泸州老窖新晋基金前十大重仓股之列，

而海康威视却遭“抛弃” 。

展望后市，多位基金经理表示，长期来看，优质股权资产

相较房产、债券等资产而言，仍是投资者未来应优先配置的资

产，可贡献超额收益。 在具体策略上，需精选各行业具备高业

绩增长的优质龙头。

“核心资产”有所松动

7月19日，公募基金二季报披露完毕。天

相投顾统计的2538只积极投资偏股型基金

数据显示， 中国平安稳居第一大重仓股，基

金持有总市值高达415.9亿元。 中国平安二

季度涨幅16.58%，7月份以来下跌2.12%。 此

外，前十大重仓股还有贵州茅台、五粮液、格

力电器、伊利股份、美的集团、招商银行、泸

州老窖、立讯精密、长春高新。与一季报统计

结果的对比显示，美的集团、泸州老窖为二

季度新进入的基金前十大重仓股。

从增持情况来看，二季度累计增持最

多的个股是贵州茅台，基金共增持130.89

亿元；五粮液排名第二，基金共增持116.23

亿元。 上述两只股票在二季度分别上涨

16.93%、26.33%。 公募基金二季度增持市

值前十的个股还有格力电器、 中国平安、

美的集团、伊利股份、泸州老窖、上海机

场、招商银行、永辉超市。

减持方面，二季度累计减持最多的个

股是海康威视， 基金共减持45.14亿元，该

股二季度也下跌19.39%。 此外，公募基金

减持市值前十的个股还有万科A、 美年健

康、航天信息、温氏股份、招商蛇口、三安

光电、智飞生物、东方财富、阳光城，减持

市值均在12.5亿元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平安作为基金第

一大重仓股，却遭部分明星基金减持。 相

较一季度而言，董承非管理的兴全趋势投

资减持了10.56%的中国平安至1961.35万

股；曹名长管理的中欧价值发现和谢治宇

管理的兴全合宜亦减持了数量不等的中

国平安。 此外，永辉超市等基金经理抱团

的“核心资产”也遭减持。

后市精选高业绩增长个股

多位基金经理均对后市持偏谨慎乐观

态度。 他们认为，尽管经济依然面临压力，

但长期来看，优质股权资产相较房产、债券

等资产而言， 仍是投资者应优先配置的资

产，可贡献超额收益。 在具体策略上，要精

选各行业具备高业绩增长的优质龙头。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掌舵人曹名长对

股市长期走势表示乐观，他认为市场将稳

健上涨。 中国经济具有较强韧性，有足够

工具去防范化解风险、企业经营效率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内部分配的优化是经济长

期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比起房产、债券

等资产，优质股权资产是投资者未来最该

优先配置的资产。 目前市场流动性较为宽

松，央行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在扩

张， 未来会看到宏观经济的企稳复苏；外

围摩擦的因素未来对市场冲击将越来越

小。 在目前估值仍较低的情况下，市场将

稳健上涨。

兴全趋势投资基金经理董承非表示，

A股市场在第一季度大幅度上涨后， 在第

二季度进入调整阶段。 调整的契机是国内

政策的微调和外围因素的波折，市场的情

绪也从年初的乐观转而悲观。 该基金继续

维持一个适当的权益仓位水平，没有做大

幅度的仓位调整。

具体而言，曹名长表示，风格上仍然

看好价值成长蓝筹和低估值蓝筹，并坚持

以此类个股的投资为主；同时挖掘估值趋

近于合理，因市场流动性下降而股价受到

压制，未来将保持较高业绩增速的成长类

个股。 上半年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消费股

大幅跑赢市场，后市应更重视来自业绩弹

性较大的行业优质个股的投资机会。

富国天惠基金经理朱少醒表示，个股

选择层面，偏好投资于具有良好“企业基

因”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管理层优秀的企

业，此类企业有更大的概率能在未来获得

高质量增长。

公募基金二季度

利润总额近400亿元

□本报记者 徐金忠

二季度A股市场盘整回调。 天相投顾

统计数据显示， 公募基金二季度合计实现

利润395.56亿元，而一季度则高达6168.84

亿元。天弘基金、汇添富基金、易方达基金、

工银瑞信基金、 兴全基金等公司旗下产品

二季度利润排名靠前。在各类基金产品中，

货币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 商品型基金、

QDII基金等实现利润额居前。

二季度， 纳入统计的有相关利润数据

的7689只基金产品中，天弘基金、汇添富

基金、易方达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兴全基

金等公司旗下产品的利润占据所有基金公

司的前五名，利润分别为62.20亿元、58.13

亿元、39.83亿元、37.37亿元和32.70亿元。

而南方基金、上海东方证券、富国基金、中

邮创业基金、 中欧基金等公司旗下产品利

润情况靠后。 整体来看，共计有86家基金

公司实现正利润，利润总额为590.38亿元。

从产品类型来看，货币型基金、债券型

基金、 商品型基金、QDII基金等基金产品

实现的利润额靠前， 分别为491.10亿元、

195.45亿元、17.13亿元和7.77亿元。而在一

季度利润表现突出的混合型基金产品利润

表现则完全变脸，为-77.02亿元；股票型基

金产品的利润为-239.85亿元。 一季度，混

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的利润则分别为

2911.13亿元和2172.27亿元。

在二季度A股市场出现盘整回调的态

势之下，权益资产表现较差，也带动着权益

类基金产品利润表现的反转。具体来看，二

季度利润亏损额度较大的产品中， 各类

ETF基金位列其中，南方中证500ETF、易

方达创业板ETF、博时央企结构调整ETF、

华夏中证央企ETF、 南方中证500ETF联

接A等基金产品的利润亏损较大。 混合型

基金产品中，则有中欧价值发现A、华安媒

体互联网、光大优势配置混合、中欧恒利三

年定期开放混合、 东方红睿丰混合等产品

利润亏损较大。

QDII基金盈利7.77亿元

□本报记者 刘宗根

天相投顾19日披露的数据显示，二季

度，QDII基金本期利润为7.77亿元，本期利

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为

7.82亿元。 而2019年一季度，QDII基金本

期利润为75.77亿元，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为2.04亿元。

具体来看， 纳入统计的190只QDII基

金中，合计有138只产品本期利润为正，占

比约为72.63%。 其中，南方全球精选配置

本期利润超过1亿元，华夏恒生ETF、上投

摩根亚太优势混合、 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

券等5只产品本期利润超过5000万元。

从规模上来看， 包含联接基金在内的

QDII基金期末总份额为709.41亿份，与期

初总份额699.96亿份相比， 上升约1.35%。

二季度期间净申购份额为9.45亿份。

南方亚洲美元债人民币A二季报预

计，下半年市场不确定性仍然较高，包括全

球经济下行、 新兴市场动荡等在内的因素

可能会影响宏观经济和汇率走势。 随着全

球经济继续走弱， 市场对于通胀的预期继

续回落，叠加美债期限利差开始倒挂，美联

储政策态度继续“偏鸽” ，市场对于12月

降息的预期逐渐升温， 市场环境整体会有

利于债市的表现， 也为固定收益产品提供

有利支撑。

国泰纳斯达克100指数二季报称，展

望三季度，美联储可能开启年内首次降息，

及时的货币政策转向会对冲经济增速放缓

压力，短期内无衰退风险，同时通胀上行压

力也温和可控。 未来美股尤其是科技股的

走势仍将高度依赖企业盈利、 美国经济数

据、美联储货币政策、全球资金流向等。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二季报

称，全球经济增长的势头并没有改变，未来

原油的供应增长瓶颈仍然存在， 投资机会

主要来自新能源电动车高增长对工业金属

的需求等， 资源类上市公司当前的估值具

有中长期投资价值。

股基净申购逾439亿份

货基赎回最多

□本报记者 万宇

随着基金二季报披露完毕， 基金申购和赎回数据浮出

水面。 二季度，公募基金总体出现净赎回。 不过，股票型基

金、指数型基金和QDII出现净申购，其中股票型基金申购比

例最高，达5.96%。 其他类基金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净赎回，赎

回份额最多的是货币型基金。 而在一季度，货币型基金还是

净申购最多的基金类型。

股票型基金申购比例达5.96%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二季度，基金总申购份额（含联接

基金）为11.71万亿份，总赎回份额为12.36万亿份，净赎回

6508.76亿份，申购比例为-4.96%。而在一季度，公募基金整

体净申购882.77亿份，申购比例为0.69%。

从基金类型来看，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和QDII实现

份额增长。 其中，股票型基金总申购份额为2674.80亿份，总

赎回份额为2234.94亿份，净申购份额为439.86亿份，申购比

例为5.96%；指数型基金总申购份额为2368.85亿份，总赎回

份额为1865.60亿份，净申购份额为503.25亿份，申购比例为

0.10%；QDII总申购份额为104.55亿份，总赎回份额为95.10

亿份，净申购份额为9.45亿份，申购比例为1.35%。

混合型基金、积极投资股票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债券

型基金、FOF、商品型基金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净赎回。 其中，

净赎回份额最多的是货币型基金， 其二季度总申购份额为

10.85万亿份， 总赎回份额为11.36万亿份， 净赎回份额为

5095.21亿份，申购比例为-6.63%，是净赎回份额最多、赎回

比例最高的一类基金。 混合型基金在二季度总申购份额为

1779.31亿份，总赎回份额为2016.04亿份，净赎回236.73亿

份，申购比例为-1.61%；债券型基金在二季度总申购份额为

3916.50亿份，总赎回份额为5537.63亿份，净赎回1620.71亿

份，申购比例为-5.17%。

45家公司实现净申购

从基金公司来看，在纳入统计的134家公司中，共有45

家公司实现净申购，1家公司份额没有变化， 另有88家公司

出现净赎回。 其中，净申购份额超过100亿份的仅有两家公

司， 分别是华宝基金和中银国际证券， 净申购份额分别

145.69亿份和111.81亿份。此外，还有嘉实基金、景顺长城基

金、海富通基金等18家公司净申购份额超过10亿份。 在申购

比例方面，共有14家公司净申购比例超过10%，其中国都证

券和华宸未来基金分别达到329.29%和244.9%。

在出现净赎回的公司中，21家公司净赎回份额超过100

亿份。 净赎回份额最多的公司为工银瑞信基金，净赎回份额

为6508.76亿份。赎回比例最高的公司为恒生前海基金，赎回

比例为54.96%。

具体到单只基金产品，二季度市场上共有5只基金净申

购份额超过100亿份， 其中净申购份额最多的3只基金均为

货币型基金，分别是嘉实现金添利、工银如意货币B、华宝添

益A；另有两只债券型基金，分别是中银证券汇嘉和中银丰

和定开。

2019年二季度公募基金财务数据

2019年二季度基金前十大重仓股

基金类型 个数 本期利润（元）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后的净额（元）

上期利润（元）

上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后的净额（元）

混合型 3047 -7701976231 32130947167 2.91113E+11 34347719204

债券型 2434 19544657672 27539285372 42666978615 35046317795

股票型 1186 -23984745968 18866361418 2.17227E+11 13957017117

货币型 651 49109953418 49109953418 57206348487 56833884694

QDII 190 776755048.9 782308697 7576911043 204328502.1

FOF 61 19770574.39 60932527.24 770220654.2 151242563

保本型 15 78718237.74 155530540.1 553762491.5 282363183.6

商品型 15 1713110837 350283104.9 -230403659.8 209319764.7

合计（亿元） 7599 395.56 1289.96 6168.84 1410.32

数据来源/天相投顾数据

股票名称

二季度涨幅

（%）

中国平安 4158960.47 989 16.58

贵州茅台 3872411.76 927 16.93

五粮液 2979535.04 567 26.33

格力电器 2160880.43 531 16.5

伊利股份 2026870.14 575 17.53

美的集团 1860668.11 404 9.24

招商银行 1778413.74 492 6.07

泸州老窖 1530217.32 243 21.4

立讯精密 1356217.37 239 -0.04

长春高新 1277834.89 331 6.91

基金持有总市值

（万元）

持有该股的

基金个数

股票名称 二季度涨幅（%）

新媒股份 30950.05 18 66.09

辽宁成大 18473.26 1 -2.87

万盛股份 17293.24 4 -0.71

博彦科技 14404.33 1 -4.33

天山股份 12892.18 10 1.98

赤峰黄金 12102.48 10 39.73

司尔特 9314.73 1 -13.04

杰赛科技 9169.57 3 -16.02

麦捷科技 8551.11 2 -7.75

大北农 7829.2 2 -0.75

基金持有总市值

（万元）

持有该股的

基金个数

2019年二季度基金新增前十大重仓股

基金二季报揭示投资密码：开始减持部分“核心资产”

优质股权仍是投资者未来应优先配置资产

本报记者 李惠敏 叶斯琦

二季度，A股下跌3.62%，与一季度大涨23.92%形成明显反差。 在这波行情中，公募基金仓位小幅下降。 从具体调仓情况来看，美的集团、泸州老窖新晋基金前十大重仓股之列，而海康威视却遭“抛弃” 。

展望后市，多位基金经理表示，长期来看，优质股权资产相较房产、债券等资产而言，仍是投资者未来应优先配置的资产，可贡献超额收益。 在具体策略上，需精选各行业具备高业绩增长的优质龙头。

“核心资产”有所松动

7月19日，公募基金二季报披露完毕。 天相投顾统计的2538只积极投资偏股型基金数据显示，中国平安稳居第一大重仓股，基金持有总市值高达415.9亿元。 中国平安二季度涨幅16.58%，7月份以来下跌2.12%。 此外，前十大重仓股还有贵州茅台、五粮液、格力电器、伊利股份、美的集团、招商银行、泸州老窖、立讯精密、长春高新。 与一季报统计结果的对比显示，美的集团、泸州老窖为二季度新进入的基金前十大重仓股。

从增持情况来看，二季度累计增持最多的个股是贵州茅台，基金共增持130.89亿元；五粮液排名第二，基金共增持116.23亿元。 上述两只股票在二季度分别上涨16.93%、26.33%。 公募基金二季度增持市值前十的个股还有格力电器、中国平安、美的集团、伊利股份、泸州老窖、上海机场、招商银行、永辉超市。

减持方面，二季度累计减持最多的个股是海康威视，基金共减持45.14亿元，该股二季度也下跌19.39%。 此外，公募基金减持市值前十的个股还有万科A、美年健康、航天信息、温氏股份、招商蛇口、三安光电、智飞生物、东方财富、阳光城，减持市值均在12.5亿元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平安作为基金第一大重仓股，却遭部分明星基金减持。 相较一季度而言，董承非管理的兴全趋势投资减持了10.56%的中国平安至1961.35万股；曹名长管理的中欧价值发现和谢治宇管理的兴全合宜亦减持了数量不等的中国平安。 此外，永辉超市等基金经理抱团的“核心资产”也遭减持。

后市精选高业绩增长个股

多位基金经理均对后市持偏谨慎乐观态度。 他们认为，尽管经济依然面临压力，但长期来看，优质股权资产相较房产、债券等资产而言，仍是投资者应优先配置的资产，可贡献超额收益。 在具体策略上，要精选各行业具备高业绩增长的优质龙头。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掌舵人曹名长对股市长期走势表示乐观，他认为市场将稳健上涨。 中国经济具有较强韧性，有足够工具去防范化解风险、企业经营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内部分配的优化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比起房产、债券等资产，优质股权资产是投资者未来最该优先配置的资产。 目前市场流动性较为宽松，央行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在扩张，未来会看到宏观经济的企稳复苏；外围摩擦的因素未来对市场冲击将越来越小。 在目前估值仍较低的情况下，市场将稳健上涨。

兴全趋势投资基金经理董承非表示，A股市场在第一季度大幅度上涨后，在第二季度进入调整阶段。 调整的契机是国内政策的微调和外围因素的波折，市场的情绪也从年初的乐观转而悲观。 该基金继续维持一个适当的权益仓位水平，没有做大幅度的仓位调整。

具体而言，曹名长表示，风格上仍然看好价值成长蓝筹和低估值蓝筹，并坚持以此类个股的投资为主；同时挖掘估值趋近于合理，因市场流动性下降而股价受到压制，未来将保持较高业绩增速的成长类个股。 上半年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消费股大幅跑赢市场，后市应更重视来自业绩弹性较大的行业优质个股的投资机会。

富国天惠基金经理朱少醒表示，个股选择层面，偏好投资于具有良好“企业基因”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管理层优秀的企业，此类企业有更大的概率能在未来获得高质量增长。

制图/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