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瞄准小盘股科技股和核心资产

外资掘金A股路径明晰（主）

本报记者 王辉

随着9月A股市场主要股指不断上行， 外资买A股也掀起高潮。

多家一线私募表示， 国家外汇管理局10日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

制，这将进一步引导更多外部长期资金流入A股，外资长期布局主线

仍将集中在核心资产方面。

北向资金加速流入

Wind数据显示，截至周三（9月11日）收盘，9月以来的短短8个

交易日， 陆股通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规模高达356.05亿元， 已占到

2019年至今流入总规模（1572.04亿元）的近1/4。

星石投资指出，近期北向资金加速流入，有国际三大指数扩容A

股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外资看好A股市场未来。 一方面，中国已经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每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随着中国经

济的发展，相关上市公司蕴藏着巨大成长空间，而这些成长空间对投

资者来说无疑是一块巨大的蛋糕。而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以往部分外

资担忧的影子银行、杠杆率以及地方隐形债务等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也在持续提升。

另一方面， 就A股市场本身而言， 当前Wind全A整体估值仅为

17.6倍，处于历史50%分位数以下，相对其他国家而言，A股的估值水

平也不高，所以A股对于外资有较为明显的吸引力。 而QFII、RQFII

投资额度限制的取消，将使得未来外资参与A股市场更加便利，并将

进一步提振外资对于A股市场的信心，加速外资流入。

上海宽桥金融首席投资官唐弢表示，8月以来， 北上资金在A股

市场上，共对578家公司的持股占流通股比增加了0.1%，其中更有48

只个股增持幅度超过流通股的1%。 一直以来，北向资金都是从基本

面估值角度进行A股配置，近期这些资金再度大举北上，意味着外资

认为A股在目前位置具有投资价值。 事实上，A股估值以及最近公布

的宏观经济数据也支持其乐观看法。

国际认可度提升

对于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取消的新政，茂典资产认为，该

项新政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进一步提升A股中的外资占比。 QFII、

RQFII投资额度限制取消，在额度要求上与现行沪深港通保持同步，

从长期来看，将推动外资占比持续提升。 随着外资占比的增加，长线

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比例也将继续增大， 这不仅有助于优化市场投

资者结构，也更有助于市场稳健发展。

上海保银投资表示，取消额度限制，从短期来看更多是情绪上的

利好，但从长期来看，则有助于减少外资进入A股障碍，对于引导更

多长期资金流入A股具有积极意义。 此前，全球三大主要指数编制机

构已相继将中国A股纳入其国际股票指数， 并大概率持续提高纳入

权重，中国市场的国际地位未来会持续提升。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

断开放，机构投资者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占比稳步提升，市场波动

减小，也将更加有利于个股长期投资。

基岩资本副总裁岑赛铟表示，QFII、RQFII等制度自实施以来，

已经多次进行额度调整， 而此次全面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

制，一是支持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资本市场，顺应MSCI等国际主流

指数提高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场权重； 二是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

程度，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认可度。

私募看好三大机会

对于北向资金和外资在个股布局和边际配置的变化， 多家一线

私募分析表示，小盘股、科技股、核心资产将成为相关增量资金持续

增仓的三大投资板块。

唐弢分析，未来可以预期的外资流入潮至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

标普新兴市场全球基准指数将于9月23日纳入1099只A股，其中147

只大盘股、251只中盘股、701只小盘股； 二是富时罗素也将于9月23

日将纳A权重从5%提高到15%，本次新纳入87只A股，其中大盘股14

只、中盘股15只、小盘股50只、微盘股8只。 由此看来，未来小盘股将

有比较大的资金流入，并可能带动较强的股价弹性，建议投资者适当

在相关小盘股中提前布局。

星石投资表示，从个股配置边际变化来看，近期北向资金在持续

关注消费和核心资产的同时， 对于科技类成长股的关注度也显著提

升。 数据显示，从8月初至9月10日，北向资金配置市值增加最多的前

十大个股中，半导体等科技行业所占的比重达到14.5%；而今年1至7

月，这一比例仅为2.9%。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不断

推进，科技类成长股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方面，从市场环境来

看，逆周期调节将贯穿全年，随着流动性改善和经济逐步企稳，市场

风险偏好会有所提升，市场对于成长性的要求将慢慢超过确定性；另

一方面，从未来经济发展方向来看，高质量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不变

的方向。 从国内政策来看，政策不仅着眼于中期稳增长，更注重制度

变革， 解决体制性问题， 为优质成长型企业腾挪出更多的资源与空

间。

此外，上海泰旸资产总经理刘天君认为，外资在A股市场的长期

布局主线仍然集中在核心资产方面。 近期北向资金虽然可能在科技

股上有阶段性重点介入， 但并不影响其对于大消费等核心资产板块

的长期看好。 整体而言，从研究未来增量外资的个股布局方面来看，

消费、医药等板块优质公司仍将是外资投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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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资金深股通持股市值最大的10只个股

证券简称 持股市值（元） 占流通A股(%)

美的集团 55,029,641,264 15.09

格力电器 41,552,064,239 11.72

五粮液 40,480,225,814 7.77

海康威视 20,787,634,451 7.38

平安银行 17,039,411,051 6.82

洋河股份 12,058,261,865 8.89

万科A 11,278,279,459 4.26

爱尔眼科 8,049,432,007 9.34

云南白药 6,526,833,222 13.74

分众传媒 6,082,545,923 7.22

北向资金沪股通持股市值最大的10只个股

证券简称 持股市值（元） 占流通A股(%)

贵州茅台 114,288,490,594 8.10

中国平安 67,816,465,864 7.00

恒瑞医药 41,509,804,111 11.70

招商银行 32,121,937,995 4.45

中国国旅 23,143,050,563 12.75

长江电力 23,002,065,730 5.60

上海机场 22,224,698,702 24.08

伊利股份 22,182,889,575 12.18

海螺水泥 21,062,709,437 12.36

海天味业 18,291,218,980 6.03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9月10日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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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指基再挑大梁 债券指基爆发

基金发行市场百花竞放

□

本报记者 林荣华

在今年股债双牛行情下， 公募基金发行市

场显著回暖：新基金发行总份额和股票型基金发

行份额均创2016年以来新高， 债券型基金发行

份额更已创下年度历史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指

数基金继续占据股票型基金发行大头，同时债券

指数基金今年大爆发，发行份额占债券型基金比

例达到43.43%， 成为债基发行份额创新高的重

要助力。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以来公募基金固收

占比不断提升，债券指数基金仍有大发展。

指数型基金持续受捧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1日，今年以来

新成立的基金发行份额合计达6896.56亿份，

创2016年以来的同期新高。 具体看，股票型基

金发行份额为952.81亿份，混合型基金发行份

额为1494.19亿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债券型

基金发行份额高达4216.60亿份 ， 占比达

61.14%，这一发行份额已经创出历年新高。 此

外， 货币市场基金发行份额为75.44亿份，

QDII基金发行份额为53.32亿份。

与2018年指数型基金持续受捧一样， 指数

基金继续成为今年股票型基金发行的“大户” 。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股票型基金中

的指数基金发行份额达到695.22亿份，占股票

型基金发行份额的比例高达72.97%。 其中，发

行份额最高的是富国中证军工龙头ETF，发行

份额达72.02亿份，工银沪深300ETF、汇添富

中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ETF的发行份额也分

别达到68.64亿份和64.29亿份。 此外，东方红

中证竞争力指数、 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ETF、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 博时中证

500ETF、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联接的发行

份额也都超过20亿份。

普通股票型基金中，发行份额最高的是汇

添富内需增长，发行份额超过40亿份；其次是

中庚小盘价值，发行份额为32.67亿份。 此外，

偏股混合基金中也不乏一些规模较大的基金，

如汇添富红利增长发行份额超过70亿份，前

海开源优质成长发行份额为65.14亿份， 睿远

成长价值发行份额近60亿份。

债基发行创新高

如果说2018年是股票型指数基金的爆发

年， 那么2019年则是债券型指数基金的爆发

式增长起点。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1日，今年以来

发行份额前五的基金均为债券指数基金。 其

中， 民生加银中债1-3年农发债发行份额最

高， 达到224亿份； 中银1-3年国开债、 鹏华

1-3年国开债、国寿安保1-3年国开债、交银中

债1-3年农发债的发行份额也都超过了100亿

份。发行份额超过百亿份的还有中长期纯债基

金农银汇理丰泽三年定开债。

此外，同属债券指数基金的招商中债3-5年

国开行、 汇添富中债1-3年国开债、 上银中债

1-3年农发债、 华夏中债3-5年政策金融债、富

国中债1-5年农发行、易方达中债1-3年国开行

的发行份额也都超过了60亿份。事实上，债券指

数基金的发行份额合计达到1831.10亿份，占债

券型基金总发行份额的43.43%。 而在2018年，

债券指数基金全年的发行份额仅为664.76亿份，

占当年债券型基金总发行份额的16.43%。

今年债券型基金发行创新高早有铺垫。

Wind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 债券型基金每

年的发行份额均超过3500亿份， 此前债券型

基金发行份额最高的年份是2013年， 发行份

额为1931.32亿份。

对于债券型基金尤其是债券指数基金的

火热，某公募基金固收部总经理指出，固收产

品的份额占比提升是近年来的大趋势。 2010

年以前， 整个公募行业的固收份额占比非常

少，近年来，整个公募基金的总体份额变化并

不是特别大，但固收产品发展突飞猛进。 债券

指数基金规模激增的背后是市场对这类产品

由来已久的渴求。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一些城

商行、农商行并不具备固收投资能力，因此固

收类工具性产品对它们而言意义重大，债券指

数基金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行情给力

科创主题基金业绩爆发

□

本报记者 张焕昀

近期，科技旋风席卷A股，市场走势几乎一枝独

秀，这也使得科创主题基金的净值水涨船高，部分产

品短期爆发力惊人。

对于科技股后市，机构仍长期看好，其中5G、半

导体、硬件升级等国产替代的机会值得重点关注。

业绩爆发力惊人

科创主题基金的靓丽表现， 源于科技行情的爆

发，尤其是通信、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行业的强势上攻。

Wind数据显示，9月以来截至11日收盘，8个交

易日内，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分类中， 通信上涨

14.10%、电子上涨11.65%、计算机上涨11.20%，分别

位列前三位， 且成为仅有的三个涨幅超过10%的行

业。 同期，沪深300上涨3.43%，上证指数上涨4.25%。

在此背景下， 科创主题基金净值水涨船高。

Wind数据显示，按照投资标的划分的概念基金分类

下，各类份额分开统计，共有22只科创板概念基金。

成立最早的是易方达科技创新， 成立于今年4月29

日，其余均为5月之后成立，截至9月10日，22只基金

全部获得正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9月以来截至9月10日， 全部22

只基金平均收益率为5.1%。 其中有3只产品9月以来

净值上涨超过10%， 分别为南方科技创新A与C、华

夏科技创新A，本月以来分别上涨16.17%、16.14%、

10.72%。

进一步扩大范围来看，筛选Wind基金分类中主

动股票型基金以及混合型产品名称中包含“科技” 、

“创新” 、“信息” 、“电子” 字眼的产品，各类份额分

开统计，共有127只。 9月以来，这127只基金中仅有

一只轻微亏损，平均收益率达6.3%。 期间收益率超

过10%的有28只， 前五名分别为南方信息创新A与

C，分别上涨17.09%与17.07%；银河创新成长，上涨

16.67%；以及前述的南方科技创新A与C。

由于科创概念主题基金成立时间较短， 因此多

数产品尚未披露持仓细节。 而观察成立时间相对较

长、业绩较好的科技创新类基金的持仓显示，近期科

技股的上涨对基金净值有显著贡献。

以银河科技创新为例， 其半年报披露的重仓股

中国软件、中兴通讯、太极股份近10个交易日上涨幅

度明显。 创金合信科技成长9月以来上涨14.28%，其

重仓的长电科技、东方财富、环旭电子等近期亦涨势

喜人。宝盈科技30同期净值上涨12.75%，其重仓的闻

泰科技、深南电路、沪电股份等近期都有不俗的表现。

看好科技创新领域机会

对于科技创新领域的未来走势， 机构大多表示

继续看好。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研究管理部分析指出，在

流动性充裕、外部扰动因素缓和的背景下，市场将保

持较高的风险偏好，良好环境有望延续。 结构上，除

保持以优质消费龙头为代表的核心资产配置外，还

看好对流动性敏感的金融、科技成长等板块。

宝盈科技30基金经理张仲维表示，在科技行业

快速发展的今天， 各类科技产品和新兴应用层出不

穷，科技行业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半导体行业和5G

相关产业将是下一轮科技主题投资的重要方向。 他

认为，在全球经济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产

化替代成为主要投资方向， 软件和半导体行业将成

为中国未来发展空间巨大的领域， 也是基金重点布

局的方向。

Wind数据显示，由茅炜、郑晓曦管理的南方信

息创新基金自2019年6月19日成立以来表现不俗。

对于相关行业投资机会，郑晓曦分析指出，在科技创

新领域中，有五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即5G通信、半

导体、硬件自主可控与国产替代、云计算与云平台，

以及随着硬件升级带来的内容产业。

大成蓝筹稳健基金经理侯春燕表示， 看好先进

制造业投资机会。 国内现在多个细分行业都处于生

产设备本土化和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的进程， 背后的

主要驱动力是国内企业在一些关键技术、 工艺等方

面取得了突破，从而产品性价比突出，具备了与跨国

企业竞争的实力。

18家外资私募

已在华备案51只产品

□

本报记者 刘宗根

外资私募正加速在华发行新产品。 根据中国基

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公示信息，到目前为止，已有21

家外资私募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 除野村投

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霸菱投资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德劭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3家暂未备

案产品外，另外18家外资私募已备案51只产品。

其中，惠理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7只，是备

案产品数量最多的外资私募； 其次是元胜投资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备案产品6只；再次是瑞银资产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和施罗德投资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各备案产品5只；然后是富达利泰投资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路博迈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和

安中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各备案产品4只。

值得注意的是， 不少产品是在最近一个月完成

备案。 如9月4日，安联寰通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旗下安联多资产机遇一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完成备

案，这是其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的首只私募产品。

8月21日，有两只产品完成备案，分别是惠理投资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旗下的惠理中国鸿信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贝莱德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旗

下的贝莱德中国A股机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期。

年初以来，投顾资质也受到不少外资私募关注。

目前已登记的21家外资私募中，富敦投资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路博迈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贝莱德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毕盛（上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安本标准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元胜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成为符合提供投

资建议条件的第三方机构，即获得投顾资质。

银华基金邹维娜：追求绝对收益 发力“固收＋”

□

本报实习记者 王宇露

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银行理财产品面临

转型，投资者迫切需要替代性产品以满足对短

期稳定收益的需求。 近日，银华基金固定收益

公募投资总监邹维娜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单一资产或单一策略难以实现短

期内的绝对回报，资产配置与策略轮动相结合

的“固收+”策略则更为有效。

承担切合时宜的风险

从多年的投资实践中，邹维娜总结出自己

关于风险和收益的投资理念，就是要承担切合

时宜的风险。 邹维娜表示，高风险对应着高收

益，同时也蕴藏着高风险。 “在每个不同的市

场环境下，都有不同的风险让你去选择，做好

投资就是要选择承担切合时宜的风险。每次选

择，既是对把握市场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投资

理念的考验，如果一直滥用风险，必定会遭受

损失。 ” 邹维娜透露，银华债券基金的风险收

益定位就是要承担市场后三分之一的风险，并

获取市场前三分之一的业绩。

邹维娜认为， 目前的宏观环境对债市比较

有利。邹维娜称：“从市场本身来说，长端利率存

在一定的风险， 在曲线被压平的过程中有很多

交易资金，不是市场常态。 长端利率在下行的过

程中，透支了比较多的政策宽松预期，我们认为

降准兑现后，长端利率债下行空间有限。 ”

对于后市的投资机会，邹维娜表示，债券

方面，仍然看好流动性较好的利率债和高等级

信用债的投资机会，而增厚收益的投资机会更

多需要在波动中寻找。 在股票投资方面，邹维

娜认为科创板打新存在较为确定的投资机会，

将积极参与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股

申购。 邹维娜表示，中国股市处于长期结构性

调整的过程，即成长股从高估值转向合理估值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绝对收益为目标，主

要获取股市贝塔收益将是主要的投资策略。

资产配置与策略轮动结合

邹维娜表示，传统的大类资产配置策略在

短期有效性不足。 一方面，大类资产的低相关

性更多体现在长期， 短期相关性则不一定很

低，比如在典型的流动性宽松或流动性紧张时

会出现股债同涨同跌的情况；另一方面，传统

的资产配置模型是根据大类资产的相对估值

进行操作，调仓较慢，不以绝对收益为目标，对

回撤控制比较差。

邹维娜介绍，资产配置与策略轮动相结合

的“固收+”策略更适用于获取短期绝对回报。

在资产配置上，“固收+”策略主要配置债券和

股票这两类资产，仍以债券作为主要仓位来获

取基础收益，从历史数据来看，一年可获得3%

至5%的确定收益。 在策略轮动方面，主要寻找

股票、股指期货、国债期货、转债、新股等策略

中确定性强的进行轮动，以实现收益增强。

邹维娜表示，“固收+” 在策略轮动上坚

持两个原则：第一，在多个可选策略中，不设置

固定的策略， 而是选当期确定性最强的策略；

第二，“固收+” 策略的基础还是固收，应当严

格控制风险和回撤，为了保证确定性可以放弃

更高收益的机会。“以去年银华汇利的操作为

例，在股票投资方面，我们在3月初逐步减持

股票，此后保持零或极低仓位，直至10月中旬

逐步增加配置，规避了股市下跌的风险。 在债

券投资方面，维持了高杠杆债券投资，以配置

高等级信用债为主，分享了债券结构性牛市行

情，并在4月央行降准前后进行了长端利率债

波段操作， 抓住了债券收益率大幅下行的机

会。 从实践结果来看，在股牛债熊的2017年和

股熊债牛的2018年， 银华汇利每年都实现了

5.5%以上的收益，达到了预期目标。 ”

北向资金加速流入

Wind数据显示，截至周三（9月11日）

收盘，9月以来的短短8个交易日， 陆股通北

向资金累计净流入规模高达356.05亿元，已

占到2019年至今流入总规模 （1572.04亿

元）的近1/4。

星石投资指出， 近期北向资金加速流入，

有国际三大指数扩容A股的影响， 但更重要的

是外资看好A股市场未来。一方面，中国已经成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每年经济保持中高

速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关上市公司

蕴藏着巨大成长空间，而这些成长空间对投资

者来说无疑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而经济不断转

型升级，以往部分外资担忧的影子银行、杠杆

率以及地方隐形债务等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外

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也在持续提升。

另一方面， 就A股市场本身而言， 当前

Wind全A整体估值仅为17.6倍， 处于历史

50%分位数以下，相对其他国家而言，A股的

估值水平也不高， 所以A股对于外资有较为

明显的吸引力。而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

的取消， 将使得未来外资参与A股市场更加

便利， 并将进一步提振外资对于A股市场的

信心，加速外资流入。

上海宽桥金融首席投资官唐弢表示，8

月以来，北上资金在A股市场上，共对578家

公司的持股占流通股比增加了0.1%，其中更

有48只个股增持幅度超过流通股的1%。一直

以来， 北向资金都是从基本面估值角度进行

A股配置，近期这些资金再度大举北上，意味

着外资认为A股在目前位置具有投资价值。

事实上，A股估值以及最近公布的宏观经济

数据也支持其乐观看法。

国际认可度提升

对于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取消的

新政，茂典资产认为，该项新政带来的直接影

响就是进一步提升A股中的外资占比。QFII、

RQFII投资额度限制取消， 在额度要求上与

现行沪深港通保持同步，从长期来看，将推动

外资占比持续提升。随着外资占比的增加，长

线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比例也将继续增大，

这不仅有助于优化市场投资者结构， 也更有

助于市场稳健发展。

上海保银投资表示，取消额度限制，从短

期来看更多是情绪上的利好，但从长期来看，

则有助于减少外资进入A股障碍，对于引导更

多长期资金流入A股具有积极意义。 此前，全

球三大主要指数编制机构已相继将中国A股

纳入其国际股票指数， 并大概率持续提高纳

入权重， 中国市场的国际地位未来会持续提

升。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机构投资

者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占比稳步提升，市

场波动减小，也将更加有利于个股长期投资。

基岩资本副总裁岑赛铟表示，QFII、

RQFII等制度自实施以来，已经多次进行额度

调整，而此次全面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

限制， 一是支持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资本市

场， 顺应MSCI等国际主流指数提高境内股票

和债券市场权重；二是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国际

化程度，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认可度。

看好三大板块

对于北向资金和外资在个股布局和边际

配置的变化， 多家一线私募分析表示， 小盘

股、科技股、核心资产将成为相关增量资金持

续增仓的三大投资板块。

唐弢分析， 未来可以预期的外资流入潮

至少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标普新兴市场全球

基准指数将于9月23日纳入1099只A股，其

中147只大盘股、251只中盘股、701只小盘

股；二是富时罗素也将于9月23日将纳A权重

从5%提高到15%， 本次新纳入87只A股，其

中大盘股14只、中盘股15只、小盘股50只、微

盘股8只。 由此看来，未来小盘股将有比较大

的资金流入，并可能带动较强的股价弹性，建

议投资者适当在相关小盘股中提前布局。

星石投资表示， 从个股配置边际变化来

看， 近期北向资金在持续关注消费和核心资

产的同时， 对于科技类成长股的关注度也显

著提升。 数据显示，从8月初至9月10日，北向

资金配置市值增加最多的前十大个股中，半

导体等科技行业所占的比重达到14.5%；而

今年1至7月，这一比例仅为2.9%。 从中长期

来看，随着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不断推进，科技

类成长股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从

市场环境来看，逆周期调节将贯穿全年，随着

流动性改善和经济逐步企稳， 市场风险偏好

会有所提升， 市场对于成长性的要求将慢慢

超过确定性；另一方面，从未来经济发展方向

来看， 高质量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不变的方

向。从国内政策来看，政策不仅着眼于中期稳

增长，更注重制度变革，解决体制性问题，为

优质成长型企业腾挪出更多的资源与空间。

此外， 上海泰旸资产总经理刘天君认为，

外资在A股市场的长期布局主线仍然集中在核

心资产方面。 近期北向资金虽然可能在科技股

上有阶段性重点介入， 但并不影响其对于大消

费等核心资产板块的长期看好。整体而言，从研

究未来增量外资的个股布局方面来看，消费、医

药等板块优质公司仍将是外资投资重点。

瞄准小盘股科技股和核心资产

外资掘金A股路径明晰

□本报记者 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