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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成绩单披露 基金公司冰火两重天

本报记者 王宇露 张凌之

随着上市公司2020年半年报的披露，上市公司参控股基金公司的最新业绩情况逐渐浮出水面。 截至8月26日晚21时，华夏基金、南方基金、银华基金、鹏华基金、华安基金、景顺长城基金等27家基金公司2020年上半年的营收情况披露。 其中，华夏基金、南方基金、银华基金、鹏华基金、华安基金、景顺长城基金6家公司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均超10亿元，华夏基金以7.48亿元净利润暂列基金公司利润榜首。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披露业绩的基金公司中，行业首尾分化，强者恒强格局明显。

9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超亿元

上半年，凭借市场显著的赚钱效应和基金发行的火爆，基金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大增。 截至8月26日晚，已曝光盈利情况的基金公司中，有6家营收超10亿元，9家净利润超过1亿元。

中信证券发布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上半年华夏基金实现营业收入23.83亿元，同比增长24.63%；实现净利润7.48亿元，同比增长25.93%。 截至2020年6月30日，华夏基金总资产119.33亿元，净资产92.29亿元。

华泰证券发布的半年度报告显示，南方基金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40亿元，实现净利润5.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57%和27.59%。 截至6月30日，南方基金总资产为96.73亿元，净资产为74.64亿元，华泰证券持有其41.16%股权。

东北证券发布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显示，银华基金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89亿元，净利润4.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16%和31.44%。 截至6月30日，银华基金总资产为43.37亿元，净资产为28.49亿元，东北证券持有其18.90%股权。

国信证券2020年半年度报告显示，鹏华基金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82亿元，同比增长35.36%；实现净利润3.80亿元，同比增长53.23%。

另外，景顺长城基金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67亿元，同比增长54.86%；实现净利润3.53亿元，同比增长80.10%。 华安基金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1.56亿元，同比增长36.80%；实现净利润2.80亿元，同比增长28.44%。

此外，大成基金、诺安基金和华泰柏瑞基金上半年净利润也都超过1亿元，分别为1.51亿元、1.36亿元和1.27亿元。

部分公司净利润增速亮眼

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业绩已曝光的27家基金公司今年上半年全部实现盈利，其中13家基金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30%，6家基金公司净利润同比更是增长一倍以上。

在净利润“翻倍”的基金公司中，西部利得基金和国联安基金的净利润增速尤其亮眼，分别同比大增205.92%和208.33%。

西部利得基金控股股东西部证券的半年报显示，西部利得基金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980.24万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仅647.31万元。

此外，国联安基金控股股东中国太保的半年报数据显示，国联安基金上半年净利润3700万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仅为1200万元。

业内人士表示，国联安基金净利润大增主要归功于旗下的半导体ETF，得益于年初科技股的靓丽行情，该基金实现规模大增，截至8月26日，该基金最新规模近70亿元。

另外，万家基金、财通基金、东方基金和红塔红土基金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也实现增长超一倍。 国际实业半年报显示，万家基金2020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5.02亿元，实现净利润9677.05万元。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41%，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24%。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2020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财通基金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39亿元，净利润7499.31万元，同比增长达114.29%.

红塔证券2020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红塔红土基金实现营业收入9772.03万元，净利润1904.76万元，净利润同比增长118.83%。

小型基金公司突围难

几家欢喜几家愁。 在大型公司“丰收” 、中型公司净利润翻倍的同时，也有一些小公司收入和利润水平不尽如人意。

中信建投证券半年度报告显示，中信建投基金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58亿元，同比增长43.64%；实现净利润950.57万元，同比下降54.76%。 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信建投基金总资产为6.6897亿元，中信建投证券持有其55%的股权。

东吴证券半年报显示，东吴基金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0.89亿元，净利润587.57万元。 同比分别下降18.35%和51.04%。 截至2020年6月30日，东吴基金总资产4.33亿元，净资产3.20亿元。

此外，上银基金净利润同比下降62.31%；兴银基金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11.57%和12%；中邮创业基金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也分别同比下降21.64%和24.05%。

有公募基金人士指出，基金行业中的渠道非常重要，有银行、券商、保险等大机构背景的基金公司更有优势，而小基金公司想要“做大”非常困难。 “缺乏渠道优势，就需要靠业绩来突围，但是小公司想吸引到人才更是难上加难，更别说是吸引一些明星基金经理了。 ”在行业“马太效应”越发明显以及行业发展越发规范有序的大背景下，小公司的规模、业绩表现、风控能力等与大公司有一定差距，突围有一定的难度，留给小基金公司的时间和空间都越来越有限。

某基金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基金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主要靠规模增长，上半年利润增长较快的基金公司也同时是规模增长较大的公司。 大公司凭借其业绩和渠道优势以及上半年市场的赚钱效应，实现了规模的快速增长；而一些小基金公司新基金发行速度慢、规模小，成为影响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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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公募基金

规模达17.69万亿元

□本报记者 吴娟娟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8月26日发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规

模达17.69万亿元。

分类型来看， 截至7月底， 封闭式基金规模

21057.73亿元。 开放式基金中， 股票基金规模

17545.20亿元，混合基金规模32130.99亿元，货币

基金规模76138.55亿元， 债券基金规模28811.70

亿元，QDII基金规模1210.98亿元。

与6月底相比，7月份仅有债券基金规模出现

缩水，其余类型基金规模均有所增加，其中股票基

金规模增加2162.39亿元，混合基金规模规模增加

5402.1亿元。

今年前7个月， 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规模合

计增加17790.38亿元。市场观点认为，这与今年前

7个月A股市场整体向好相关，体现了基金行业大

力发展权益基金的成效。

统计数据还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境内共有

基金管理公司129家（中外合资公司44家，内资公

司85家）。 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

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12家、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2家。

消费股再掀升浪 基金优选确定性标的

□本报记者 万宇 徐金忠

近期，消费股再度掀起升浪。 特别是随着

半年报的陆续披露， 部分消费龙头业绩耀眼。

对于消费股的火爆，部分基金机构表示，寻找

业绩确定性带来的“买点” 十分重要，对于消

费股中过于耀眼的“明星” ，则需要在乐观之

中保持审慎。

消费板块近期表现强势

近期， 以食品股为代表的消费板块表现强

势，数据显示，若剔除8月26日A股市场调整的因

素，8月19日-25日的食品饮料行业指数涨幅为

3.32%，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排名第一，今

年以来，食品饮料行业指数涨幅超过50%。

从个股表现来看，海天味业市值已超5500

亿元，涪陵榨菜市值已接近380亿元，今年以来

两家公司股价涨幅分别达到93.93%、81.99%，

盐津铺子、安井食品、千禾味业等近20家食品饮

料板块的公司今年以来股价涨幅超过100%。

数据进一步显示，在已经公布了半年报的

57家食品饮料板块上市公司中，超过一半的公

司上半年实现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同比增长。 其中，好想你、妙可蓝多等7家公

司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00%， 另外还有24家

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增长超过10%。

消费主题基金净值水涨船高

消费股表现突出， 相关主题基金的净值也

水涨船高。 数据显示，若剔除8月26日A股市场

调整的因素，食品行业、食品饮料、消费等主题

基金近一个月以来在各类行业主题基金中整体

排名靠前。国寿安保消费新蓝海混合、大成消费

主题混合、 浙商全景消费混合等多只基金近一

个月净值涨幅超过10%。 上述绩优基金重仓股

名单中包括贵州茅台、五粮液、周黑鸭、洽洽食

品、伊利股份等。

由萧楠管理， 今年4月13日新成立的易方

达消费精选近一个月净值增长率一度超过

11.%，该基金成立以来的净值增长率一度超过

20%，截至第二季度末，其重仓持股包括美团

点评、美的集团、东阿阿胶、申洲国际等。

“消费股一直是基金的基础持仓， 但是在

此前消费股蛰伏的时候，我也用一定的资金参

与了市场其它机会。 对消费股中长期看好的观

点不变，只是在内部会有结构性的调仓。 不过，

对于近期短时间内大幅上涨的部分消费股，我

个人认为存在一定情绪性因素，市场资金可以

考虑逢高落袋为安。 ”北京一位公募基金经理

介绍称。

机构长期看好“消费升级”

深圳联合利业指出，在市场近期的盘整过

程中，基本上确定完成风格切换。 以食品饮料

为代表的消费板块依然保持了非常强势的状

态， 尤其是在半年报陆续超预期的背景下，众

多食品类个股开始创出新高。 消费领域料成为

下个阶段市场的主线。

广发品牌消费股票基金经理陈樱子表示，

接下来关注的方向将重点转向社交类、餐饮类

或顺周期可选消费板块。 具体来看，在食品加

工板块中比较看好餐饮产业链，包括调味品板

块以及食材类、速冻类企业等。 一方面，随着餐

饮业复苏，调味品板块整体经营趋势将进一步

改善；另一方面，在餐饮工业化、中央厨房化产

业趋势的推动下，食材类、速冻类企业也会有

比较好的业绩表现。 此外，零售业态类的休闲

食品也值得进一步关注，而与餐饮相关的饮料

类标的，包括白酒、啤酒，预计同样会有不错的

表现。

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陈樱子比较看好

的方向是消费升级。 她认为，随着经济水平的

提高，个人收入不断提升，消费者有能力消费

越来越好、越来越高档的产品，产品结构不断

升级，使得企业盈利随之不断提升，饮料制造

行业、调味品行业等都将受益于此趋势。 同时，

随着居民人均收入的提升，消费者的需求也更

加多元化，过去没有办法满足的需求将不断提

升，化妆品、医美等领域的投资机会也将越来

越多。 此外，高档消费、免税行业以及教育类、

健康类的标的也值得长期关注。

风格多样化

基金“次重仓股”曝光

□本报记者 李惠敏 徐金忠

公募基金2020年的半年报正在陆续披

露中。 截至8月26日，已有睿远、景顺长城、中

庚基金、 东方阿尔法等多家基金公司公布了

旗下部分基金的2020年半年报，众多基金持

有的“次重仓股”得以曝光。 由于在季报中，

基金只会公布持有的前十大重仓股， 而在半

年报中， 基金会将二季度末的所有股票持仓

明细进行披露。 所谓“次重仓股” ，是指位列

基金持有股票占基金资产净值比第11位至

第20位的个股。

基金经理表示，即使市场前期涨幅较大，

但权益投资仍有吸引力。 在估值分化的背景

下， 对投资标的需进行更长周期持有与更深

研究以获取超额收益。

基金“次重仓股”现身

对于由知名基金经理管理的爆款基金产

品来说，除重仓股外，“次重仓股” 持股数量

也较大，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同样具有较高的

风向标意义。

以刘格菘管理的广发小盘成长混合为

例，截至第二季度末基金规模达150.85亿元，

配置了100只股票。 其中，广发小盘成长混合

二季度末的“次重仓股” 公允市值超3亿元

的品种有易华录、高德红外、中国软件、白云

机场、视觉中国、我武生物、吉宏股份、普利

特， 以上8只个股均占广发小盘成长混合资

产净值比例的2%以上。

截至第二季度末， 傅鹏博管理的睿远成

长价值混合以155.96亿元的规模配置了84只

个股。具体来看，睿远成长价值混合二季度末

的“次重仓股” 包括五粮液、贵州茅台、广和

通、通威股份、新宙邦、千方科技、新和成、信

义光能、威高股份和高能环境。

同样是睿远旗下，相较傅鹏博而言，赵枫

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混合的“次重

仓股”比较多样。 截至第二季度末，睿远均衡

价值三年的“次重仓股”包括吉利汽车、三一

重工、万科A、威高股份、家家悦、信义光能、

开立医疗、生物股份、腾讯控股和新和成。 其

中，新和成、信义光能、威高股份这三只“次

重仓股” 与睿远成长价值重合。此外，截至第

二季度末，睿远均衡价值三年规模达67.98亿

元，合计持有53只个股。

中庚基金丘栋荣管理的中庚小盘价值股

票第二季度末所持有的“次重仓股” 包括海

利尔、安正时尚、创源文化、永艺股份、佳电股

份、格林美、恒润股份、瑞特股份、永新股份、

新研股份。不过，较前几位基金经理持股情况

而言， 中庚小盘价值持股相对分散，25.31亿

元的规模配置了148只个股。

权益投资大有可为

今年以来，A股市场持续上涨， 个股估

值不断抬升。 在整体估值水平提升的背景

下，基金经理普遍认为，短期权益投资的预

期回报会有所下降，但长期看权益投资仍大

有可为。

刘格菘表示， 未来国内经济有望逐步复

苏。总体来看，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到位以及资

本市场改革政策的逐步落地， 未来国内消费

和投资将持续改善，助力经济不断向好。

对于资金面而言， 景顺长城基金经理刘

彦春表示，资金面最为宽松阶段已经过去。货

币边际收紧旨在打击资金在金融和实体经济

领域空转， 政策基调仍在于降低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

赵枫表示， 预计下半年宏观经济和资本

市场仍会保持相对平稳。 经过上半年市场的

上涨和个股估值的抬升， 短期权益投资的预

期回报会有所下降， 但长期看权益投资仍然

是抵抗通胀最有吸引力的工具之一。

丘栋荣也表示，在利率水平较低、理财产

品收益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 仍对权益资产

保持积极看法。

在具体选股方面，傅鹏博指出，在整体估

值水平提升的背景下， 未来一段时间以更长

的持股周期与更深度的研究来换取目前估值

所带来的溢价， 将成为获取超额收益的重要

因素。在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披露期间，将对

财务报表进行详细分析， 再次考量上市公司

在疫情期间的应对能力以及对于行业份额及

行业地位的确定性， 从中选出抵御风险能力

最强、恢复速度最快的企业。对于组合中的个

股， 也将对公司经营的业绩与预判做匹配度

检验，优化现有持仓结构。

广发基金李耀柱：

看好港股三条赛道

□本报记者 万宇

海外投资是广发基金多元投资能力版图中重

要的一块， 公司培育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海外投研

团队，广发基金国际业务部负责人、广发科技动力

基金经理李耀柱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关注的范

围除港股外，还包括A股及美国市场的中概股等，

在科技、消费、医药等重要领域，均可以从全球视

角出发来评估公司的投资价值。 ” 李耀柱秉承与

优秀企业共同成长的投资理念， 形成了独特的价

值成长类投资风格。

银河证券统计显示，截至8月中旬，广发科技

动力自 2018年 5月成立以来的累计回报为

105.72%，年化回报为38.63%。结合港股市场的投

资机遇以及李耀柱的能力圈， 广发基金将推出一

只拟由李耀柱管理的新基金———广发港股通成长

精选，主要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精选质地优良

的公司投资。

精选优质公司

虽然投资范围横跨A股、 港股、 美股多个市

场，但在李耀柱看来，不同市场的共性是优秀公司

都能带来长期较好的回报，对于不同市场，他的选

股策略是一样的———精选优质公司， 与优秀企业

共同成长。

“时间是人类最大的财富， 与优秀企业共同

成长是我的投资理念，我愿意给企业时间，也给自

己时间。 ” 李耀柱表示，企业成长需要时间，单纯

看企业的短期业绩，摒除未来长期的时间价值，是

投资中的大忌。

秉持这样的投资理念， 李耀柱形成了价值成

长类投资风格， 即在长期向好的赛道中寻找盈利

能力比较强、盈利质量高的优秀企业长期投资。从

组合持仓来看，他挑中的公司以白马龙头为主，成

长的确定性比较高，长期增长的持续性较强，管理

层和组织架构在行业内均处于领先水平。

在具体的选股中， 他是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相结合的策略进行。 “香港市场很多优质公

司是白马股，我会在行业景气度向上时进行配置，

以实现更好的超额收益， 并规避行业景气下行带

来的风险。 ”李耀柱介绍，虽然企业盈利会因为经

济周期和行业周期的因素出现波动， 但中长期来

看，企业的成长和进化跟组织架构、管理层格局、

管理层战略有密切关系，因而，他非常看重上市公

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生命周期，偏好投资

ROE处于上升阶段的公司。

聚焦优质赛道

近期A股市场波动有所加大， 但在李耀柱看

来，短期的调整孕育着中长期的投资机会。“A股

和港股未来一年整体指数的投资机会不大， 但个

股会有结构性行情，重点不是选择市场，而是选择

优秀的公司获取阿尔法收益。 ”他认为，受疫情影

响，部分行业的竞争格局将会洗牌，龙头公司中长

期市占率提升，其ROE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

高，盈利确定性也随之提升。

谈及具体的投资机会， 李耀柱相对看好互联

网、大消费、大科技、医药生物以及高端制造等几

条优质赛道， 对应的上市公司如果能够把握产业

向上发展的趋势，就可以创造高价值。

他介绍，与A股相比，港股有三个行业的投资

机会更加突出：一是互联网行业，优质的中资互联

网公司大多选择在香港市场上市，随着5G时代的

来临，互联网公司面临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二是以

内需为主的消费行业， 港股市场聚集了优质的消

费行业公司， 受疫情影响， 部分公司估值短期承

压，但中长期经营状况并未出现大的改变，长期大

概率能带来阿尔法收益； 三是医疗服务和创新药

公司，与A股公司相比，港股医疗服务和创新药公

司估值更低，这些公司同样具有很好的成长性，中

长期来看会取得不错的收益。

随着上市公司2020年半

年报的披露，上市公司参控股

基金公司的最新业绩情况逐

渐浮出水面。 截至8月26日晚

21时，华夏基金、南方基金、银

华基金、鹏华基金、华安基金、

景顺长城基金等27家基金公

司2020年上半年的营收情况

披露。 其中，华夏基金、南方基

金、银华基金、鹏华基金、华安

基金、 景顺长城基金6家公司

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均超

10亿元，华夏基金以7.48亿元

净利润暂列基金公司利润榜

首。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披露

业绩的基金公司中，行业首尾

分化，强者恒强格局明显。

□本报记者 王宇露 张凌之

9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超亿元

上半年， 凭借市场显著的赚钱效应和基

金发行的火爆， 基金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均实现同比大增。 截至8月26日晚，已曝光盈

利情况的基金公司中，有6家营收超10亿元，9

家净利润超过1亿元。

中信证券发布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显

示， 上半年华夏基金实现营业收入23.83亿

元，同比增长24.63%；实现净利润7.48亿元，

同比增长25.93%。 截至2020年6月30日，华夏

基金总资产119.33亿元，净资产92.29亿元。

华泰证券发布的半年度报告显示， 南方

基金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40亿元，

实现净利润5.92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1.57%

和27.59%。 截至6月30日，南方基金总资产为

96.73亿元，净资产为74.64亿元，华泰证券持

有其41.16%股权。

东北证券发布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显

示， 银华基金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3.89亿元， 净利润4.39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31.16%和31.44%。截至6月30日，银华基金总

资产为43.37亿元，净资产为28.49亿元，东北

证券持有其18.90%股权。

国信证券2020年半年度报告显示， 鹏华基

金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82亿元， 同比增长

35.36%；实现净利润3.80亿元，同比增长53.23%。

另外， 景顺长城基金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10.67亿元，同比增长54.86%；实现净利润

3.53亿元，同比增长80.10%。 华安基金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11.56亿元， 同比增长36.80%；

实现净利润2.80亿元，同比增长28.44%。

此外，大成基金、诺安基金和华泰柏瑞基

金上半年净利润也都超过1亿元，分别为1.51

亿元、1.36亿元和1.27亿元。

部分公司净利润增速亮眼

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 业绩已曝光的27

家基金公司今年上半年全部实现盈利， 其中

13家基金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30%，6家

基金公司净利润同比更是增长一倍以上。

在净利润“翻倍” 的基金公司中，西部利

得基金和国联安基金的净利润增速尤其亮

眼，分别同比大增205.92%和208.33%。

西部利得基金控股股东西部证券的半年

报显示， 西部利得基金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1980.24万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仅647.31万元。

此外， 国联安基金控股股东中国太保的

半年报数据显示， 国联安基金上半年净利润

3700万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仅为1200万元。

业内人士表示， 国联安基金净利润大增

主要归功于旗下的半导体ETF， 得益于年初

科技股的靓丽行情，该基金实现规模大增，截

至8月26日，该基金最新规模近70亿元。

另外，万家基金、财通基金、东方基金和

红塔红土基金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也实现增长

超一倍。国际实业半年报显示，万家基金2020

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5.02亿元，实现净利润

9677.05万元。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41%，净

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24%。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2020半年报显

示，报告期内，财通基金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2.39亿元，净利润7499.31万元，同比增

长达114.29%.

红塔证券2020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

红塔红土基金实现营业收入9772.03万元，净

利润1904.76万元，净利润同比增长118.83%。

小型基金公司突围难

几家欢喜几家愁。 在大型公司“丰收” 、

中型公司净利润翻倍的同时， 也有一些小公

司收入和利润水平不尽如人意。

中信建投证券半年度报告显示， 中信建

投基金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58亿

元， 同比增长43.64%； 实现净利润950.57万

元，同比下降54.76%。 截至2020年6月30日，

中信建投基金总资产为6.6897亿元， 中信建

投证券持有其55%的股权。

东吴证券半年报显示， 东吴基金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0.89亿元， 净利润587.57万元。

同比分别下降18.35%和51.04%。截至2020年

6月30日，东吴基金总资产4.33亿元，净资产

3.20亿元。

此外，上银基金净利润同比下降62.31%；

兴银基金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

11.57%和12%； 中邮创业基金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也分别同比下降21.64%和24.05%。

有公募基金人士指出， 基金行业中的渠

道非常重要，有银行、券商、保险等大机构背

景的基金公司更有优势， 而小基金公司想要

“做大”非常困难。“缺乏渠道优势，就需要靠

业绩来突围， 但是小公司想吸引到人才更是

难上加难， 更别说是吸引一些明星基金经理

了。 ” 在行业“马太效应” 越发明显以及行业

发展越发规范有序的大背景下， 小公司的规

模、业绩表现、风控能力等与大公司有一定差

距，突围有一定的难度，留给小基金公司的时

间和空间都越来越有限。

某基金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基金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主要靠规

模增长， 上半年利润增长较快的基金公司也

同时是规模增长较大的公司。 大公司凭借其

业绩和渠道优势以及上半年市场的赚钱效

应，实现了规模的快速增长；而一些小基金公

司新基金发行速度慢、规模小，成为影响利润

增长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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