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以来险资密集调研近700次

消费等板块被险资“锁定”

□本报记者 程竹 实习记者 王方圆

保险机构对A股上市公司的调研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线资金最青睐的投资领域及选股最新动向。

Wind数据显示，8月以来（8月1日—9月17日），84家保险公司及保险资管公司累计调研684次，涉及241家上市公司。 其中，“中小创”类企业就有449次，是保险机构重点调研对象。 分行业看，电子元件、应用软件最受青睐。

四季度将至，保险资产人士建议重点关注两大领域：一是周期龙头+消费板块，二是泛高端制造业。

“国寿系”调研最勤奋

据统计，8月以来保险机构共对241家企业展开调研，调研总次数达684次。 其中主板企业调研107次、中小板258次、创业板191次、科创板64次。

从调研次数来看,“国寿系”最勤奋，共调研了89次。 其中，国寿养老69次、中国人寿股份18次、中国人寿（集团）2次。 今年以来，“国寿系”共参与举牌5家上市公司，其中，对万达信息的持股比例最高，达到24.11%。

除“国寿系”积极调研以外，长江养老、平安养老、太平养老以及前海人寿“踩点”均较积极，调研次数均超过25次。

上述险企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包括昊海生科、海鸥住工、洽洽食品、建龙微纳、珠江啤酒、坚朗五金、松井股份、南微医学等。 此外，国华人寿、交银康联人寿、上海人寿、中国人寿、人保养老等也相继调研了晨化股份、松井股份、矩子科技、卫宁健康、洽洽食品、金财互联等。

在被调研的241家企业中，洽洽食品、宏发股份、迈瑞医疗和兆易创新是保险机构最为密集调研的对象。

数据显示，洽洽食品接受了国寿养老、长江养老、前海人寿、交银康联人寿等25家保险机构调研，调研内容包括公司对细分品类的规划、公司在新渠道方面的拓展、坚果店中店开拓进展、对超市的选择指标等。

同时，宏发股份获得国寿养老、长江养老、平安养老、国华人寿等21家保险机构调研，调研内容包括低压电器的未来规划以及今年收入情况等。

电子元件等板块调研度高

Wind数据显示，电子元件板块被险企调研62次，应用软件板块被调研34次，其次是工业机械板块和建筑产品板块，调研次数均为28次。

具体来看，电子元件板块中，歌尔股份、立讯精密、东山精密、生益科技受到关注较多，应用软件板块中的卫宁健康、广联达、启明星辰受到关注较多。

川财证券电子团队表示，电子元件板块上半年业绩表现优异，主要受5G高速传输和高频通信的需求驱动，带来公司订单数量增加。 随着5G建设的不断推进，2019年末至2020年将迎来5G换机潮，建议关注消费电子板块业绩优质标的。

安信证券认为，随着手机产品功能的复杂化、多元化的加深以及5G通信网络的渗透度提高，汽车电子化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被动元器件将向高性能、小型化、高稳定性、高附加值发展，长期看好被动元器件。

看好顺周期板块

四季度将至，险资将如何布局？

“目前较看好顺周期行业，包括传统‘铁公鸡’在内的钢铁、水泥及地产后周期相关行业，以及‘大金融’板块，这些顺周期行业在经济修复上行时期往往有较好表现。 ”昆仑资产首席宏观研究员张玮表示。

张玮透露，目前市场倾向于预计三、四季度单季GDP增速在5.5%以上，尽管二季度以来货币流动性边际收紧，但宽信用格局没有改变。 此外，10月底前集中完成1.5万亿元债务发行，将助推基建投资。 综合考虑项目从融资到开工的时间传导，今年四季度经济表现会相对较好。

他表示，这主要涉及到市场所谓的风格切换以及估值模型的定价问题，当经济上行时，顺周期行业往往会有好的表现。

某保险资管机构人士表示，今年以来消费电子、医药、娱乐等板块大涨，当前估值已至高位，看好抗通胀标的的投资价值，比如黄金、有色金属或周期性板块，预计四季度这些板块供给端和需求端均会发力。

国寿资产相关人士认为，关注周期龙头+消费板块，首先是短期经济基本面改善，工业生产资料的下游需求向好，尤其是基建链、地产链需求有望延续改善，其中部分具备涨价能力的板块可能会表现更好，如化工、煤炭、铜、电解铝、玻璃等方向的部分优质周期龙头 ；其次是泛高端制

造业，可进一步聚焦在高端制造中与“十四五”规划方向相对受益的板块，短期看光伏、风电可能会最先受益；另外在电力设备制造、电子通信制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等专业零部件制造领域，也可以继续寻找优质标的逢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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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秋助长“牛魔王”气焰

肉类江湖谁主沉浮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一场秋雨一场凉，随着气温下降，牛羊肉消费形势喜人。 过去12

周，牛肉价格连续上涨，目前徘徊在85元/公斤。

分析人士指出，下半年以来牛肉价格持续增长，反映居民基本消

费品价格上涨，通胀压力相对增加，但预计后续或小幅回落。

“牛魔王” 来了

随着猪肉价格高位盘整， 牛羊肉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羊贵

妃”“牛魔王”卷土重来。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公布的数据，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

定点监测，9月第二周 （采集日为9月9日）， 全国牛肉平均价格为

84.68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5%，同比上涨9.5%。其中，河北、辽宁、

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平均价格为76.19元/公斤，比前一

周上涨0.7%；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苏等省份牛肉平均价格为

98.91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3%。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自6月第三周当周以来，全国牛肉平均价

格已连续12周环比上涨，期间累计涨幅为3.43%。

在批发端， 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的最

新数据显示，牛肉批发价格已连续8周环比上涨，每公斤价格由2020

年第29周（7月13日—7月19日）的71.42元涨至2020年第37周（9月

7日—9月13日）的74.76元，累计涨幅达4.68%。

“中长期看，本轮牛肉涨价起始于2019年4月24日当周，截至

2020年第37周，已持续上涨大约72周，期间累计涨幅达24%。 此轮牛

肉涨价的重要原因在于：猪产业疫情导致国内生猪和猪肉产量减少，

猪肉价格上涨，消费转移因素刺激牛肉价格随后上扬。 ”盛达期货资

深农产品研究员孟金辉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东证期货农产品分析师方慧玲指出，一方面，随着猪肉价格

持续走高，牛肉作为替代品，价格也受到支撑；另一方面，我国牛

肉供应对进口依赖度较高，主要进口来源国巴西、阿根廷和澳大

利亚等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显著，冷冻肉制品进口病毒感

染风险较高，我国海关出台了暂停进口等措施，导致牛肉进口供

应相对收紧。

全国牛肉产能收缩也是支撑牛肉价格强势的重要原因。 根据

中国畜牧业协会发布的2020年我国肉牛产业前景展望，由于近年

来国内肉牛育肥周期普遍延长， 平均育肥周期在10个月以上，由

于2020年养殖环节空档期加大，育肥牛出栏数量减少及牛肉产能

下降难以避免， 保守估计今年全国育肥牛出栏总量将下降10%

-20%。

消费保持增长态势

孟金辉表示，在当前国内肉类消费中，牛肉仍属高档商品。 随着

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牛肉消费有望继续保持缓慢小幅增长态势。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全年屠宰肉牛约3000万头，胴体总

产量约为770万吨，净肉产量约660万吨。 2019年我国牛肉进口继续

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截至12月，我国牛肉净进口量（165.93万吨）是

2018年同期（103.90万吨）的1.6倍，比2018年增加了62.03万吨。

从国内消费情况来看，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统计，2019年我

国牛肉消费量为880万吨， 其中进口量达218万吨， 进口依存度为

25%。

“2012年以前，我国是牛肉净出口国，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

高，牛肉消费增长，我国开始成为牛肉净进口国，且进口量持续增长。

当前牛肉进口来源国主要是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

兰、加拿大和美国等。 ” 方慧玲分析称，一方面，这些主要牛肉出口国

家的玉米、大豆等饲料成本比国内低，草场和规模养殖场较多，有规

模化和集约化的养殖优势，而国内肉牛多以小规模散养为主，成本较

高。 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但肉牛饲养量相对有限，人均肉牛占有

量远低于主要牛肉出口国， 需求庞大而供应紧缺也是导致国产牛肉

价格较高的原因。

价格或逐步走低

多位接受采访的分析人士指出，牛肉消费增长是大势所趋，长期

利好牛肉价格上涨，但短期来看，四季度因生猪价格存在回落预期，

牛肉价格上涨的驱动力或趋弱化。

“当前我国居民肉类消费结构中，猪肉消费占比超过50%，禽肉

占比30%，牛肉占比不到10%。我国猪肉消费总量在猪产业疫情发生

前已有小幅下降趋势，而牛肉消费量仍在不断上升，近十年年均复合

增长率在1.2%左右，预计未来随着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饮食结构改

善，牛肉消费将持续增长。 ” 方慧玲称。

展望后市，方慧玲表示，下半年以来牛肉价格持续增长，反映居

民基本消费品价格上涨， 通胀压力相对增加， 但预计后续或小幅回

落。 一方面，当前生猪存栏逐步恢复，四季度补栏有望集中出栏以满

足消费旺季需求，进而平抑整体肉类价格。 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牛肉

消费相对低迷，供应宽松，价格走弱，而我国政府调节肉价决心较强，

四季度牛肉进口政策或将放松，牛肉进口有望进一步扩大，市场整体

供应紧张的局面有望缓解。

对于产需缺口无须担忧。孟金辉表示，我国传统肉类消费仍是以

猪肉为主，牛羊肉为辅。由于牛肉消费需求整体不大，本身缺口较小，

因此只需通过进口渠道就可以补充。

孟金辉表示，因近期生猪养殖恢复速度较快，四季度生猪和猪肉

价格有望回落。在猪肉价格存在回落预期或将部分替代牛肉消费，以

及牛肉产量整体维持在高位的情况下，2020年四季度牛肉价格或逐

步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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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9月17日）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9月17日）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937.21 945.87 936.88 943.03 5.48 942

易盛农基指数

1241.48 1250.68 1239.21 1247.71 8.12 1246.02

政府引领 科技赋能

探寻小微金融的浙江实践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作为资源和市场 “两头在外” 的省

份，浙江经济发展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

响。 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至，

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浙江企业和金融机构

均面临严峻考验。

近期来自浙江省的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7月末，浙江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4.5

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2.2万亿

元，比年初增加3939.3亿元；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为5.73%， 较年初下降0.83

个百分点，资产质量保持稳定，可谓交出

了一份可圈可点的答卷。

浙江省是如何集多个部门之力打造

一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平台体系？浙江

省内金融机构如何在可持续发展和向实

体经济让利之间获得平衡？ 近期，中国证

券报记者实地调研了浙江省多个企业和

金融机构，探寻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浙江

实践。

科技赋能推动持续发展

小微企业融资难，难在银企信息不对

称， 背后的顽疾实则是获取信息成本过

高。 记者了解到，今年许多银行发放的小

微企业贷款利率已经处于 “成本价” ，能

否通过科技手段降低业务成本成为了众

多机构的刚需，也决定着普惠金融业务的

可持续性。

自2003年“数字浙江” 战略部署以

来，浙江省的数字化转型一直走在全国前

列。 近年来，政务领域“最多跑一次”的理

念也发展到金融领域。2019年底上线的浙

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目前累计业务量

突破4000亿元， 为全省企业和银行提供

“无接触” 式金融服务，在金融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悉，该平台已经建立起覆盖省、市、

县三级银行放贷体系，汇集形成智能化的

“信贷超市” ，目前已有超过150家银行发

布了近千款信贷产品。该平台运用大数据

技术向企业精准推送最合适的信贷产品。

目前， 该平台对接完成授信1518亿元，惠

及3.8万家企业。 同时，平台目前已与市场

监督、法院、税务等54个省级部门建立了

数据共享对接， 银行收到企业融资申请

后， 在信贷管理全流程中可个性化定制

“字段级” 查阅权限，精准获取企业信息，

有效提升信贷服务效率。 平台还建立了与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经信厅、浙江

省市场监管局、浙江省税务局、浙江省商

务厅等部门的跨系统业务协同机制，从而

实现提升信贷办理效率。

浙江银保监局副局长崔安明表示，针

对全省重点骨干企业、 省重点小微园区、

出口外贸企业、63万户纳税B级以上小微

企业等，下一步还将实施名单制监测融资

需求，夯实“一对一” 专属金融服务；持续

深化税务、电力、财政、公积金等数据共

享；推动金融机构特别是辖内中小银行法

人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 结合自身定位，

探索具有各自特色的信贷技术和管理模

式，形成错位竞争格局。

创新产品精解燃眉之急

来自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的数据显示，

今年二季度以来全省市场主体经营企稳

回升态势明显，但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

企业面临的状况有很大差异。 例如，纺织

外贸行业形势仍然严峻，生活服务类行业

恢复尚不明显。 此外，有相当部分的小微

企业认为疫情将对今年的营收产生较大

影响。

“现在这个阶段， 有些企业可能扶一

把就能够渡过难关。 ” 一位浙江省银行业

人士表示。

为此，浙江省构建了七类小微贷款模

式，其中的首贷户和无还本续贷精准解决

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首贷户中有一部分企业以往由于经

营状况不错并没有贷款需求，而突如其来

的疫情使得企业资金压力骤然加大，需求

大多非常急迫。针对首贷户发展精准获客

难、授信审批难、有效转化难等问题，浙江

银保监局联动经信等部门， 探索 “无贷

户—首贷户—伙伴客户” 全流程、递进式

金融服务。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内首次贷

款企业4.4万户， 首次贷款金额2030.7亿

元。 其中，通过百行进万企梳理出53万户

小微企业无贷户，以开户行为原则分配对

接银行，重点满足无贷户融资需求，加大

“首贷户” 拓展力度。 目前，已有2万家小

微企业无贷户提出融资需求，全辖银行机

构已实地走访对接1.5万户， 目前已授信

6515户，授信金额682.1亿元。

无还本续贷在浙江省已经推广多

年。 今年，浙江银保监局和金融机构持续

推进“无还本续贷” 增量扩面，破解小微

企业续贷“过桥” 难题。 截至7月末，浙江

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余额2716.8亿元，比

年初增加901.8亿元，增幅为49.7%；户数

达到22.6万户， 比年初增加5.2万户。 其

中， 普惠型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余额

1775.9亿元，比年初增加584.4亿元，居全

国首位。

多方合力搭建助企平台

无论是平台建设还是产品创新，背后

都离不开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与资源

共享。崔安明对记者表示，今年以来，浙江

银保监局与省经信、市场监管、商务、科技

等多部门加强联动，搭建了浙江特色小微

金融差异化服务政策框架体系。

在这其中， 多个部门和机构都发挥了

积极作用，共同助推金融直达中小微企业。

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政策研究处

副处长李炳洁表示，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从深入实施融资畅通工程、强化财政金

融政策协同和扩大企业直接融资规模三

方面入手，做好地方金融工作，助推金融

直达中小微企业。截至7月末，全省政策性

融资担保机构在保余额和户数同比分别

增长62.2%和59.6%。 从疫情爆发至8月

末，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减免担保费2.27

亿元，惠及小微企业和“三农” 主体3.62

万家。

小微园区正成为小微企业 “抱团取

暖” 更好获取金融和社会资源的一个平

台。浙江省经信厅积极推动小微企业园建

设，截至2020年7月，全省已建成小微企业

园872个、入驻企业4.8万家、就业人数81.7

万人、在建园区381个。浙江省经信厅人士

表示，通过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和加强财政专项激励等途径“精

准化” 扶持小微企业园区，保障园区快速

发展。 通过提升小微园区建设发展水平，

直接提升了园区内小微企业获得信贷资

源的能力。 据悉，浙江省全省园内企业贷

款授信总额已达1053.6亿元，贷款余额达

754.6亿元。

“国寿系”调研最勤奋

据统计，8月以来保险机构共对241

家企业展开调研， 调研总次数达684次。

其中主板企业调研107次、中小板258次、

创业板191次、科创板64次。

从调研次数来看,“国寿系” 最勤

奋，共调研了89次。其中，国寿养老69次、

中国人寿股份18次、中国人寿（集团）2

次。今年以来，“国寿系”共参与举牌5家

上市公司，其中，对万达信息的持股比例

最高，达到24.11%。

除“国寿系” 积极调研以外，长江养

老、 平安养老、 太平养老以及前海人寿

“踩点”均较积极，调研次数均超过25次。

上述险企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包括

昊海生科、海鸥住工、洽洽食品、建龙微

纳、珠江啤酒、坚朗五金、松井股份、南微

医学等。此外，国华人寿、交银康联人寿、

上海人寿、中国人寿、人保养老等也相继

调研了晨化股份、松井股份、矩子科技、

卫宁健康、洽洽食品、金财互联等。

在被调研的241家企业中， 洽洽食

品、宏发股份、迈瑞医疗和兆易创新是保

险机构最为密集调研的对象。

数据显示， 洽洽食品接受了国寿养

老、长江养老、前海人寿、交银康联人寿

等25家保险机构调研， 调研内容包括公

司对细分品类的规划、 公司在新渠道方

面的拓展、坚果店中店开拓进展、对超市

的选择指标等。

同时，宏发股份获得国寿养老、长江

养老、平安养老、国华人寿等21家保险机

构调研， 调研内容包括低压电器的未来

规划以及今年收入情况等。

电子元件等板块调研度高

Wind数据显示，电子元件板块被险

企调研62次，应用软件板块被调研34次，

其次是工业机械板块和建筑产品板块，

调研次数均为28次。

具体来看，电子元件板块中，歌尔股

份、立讯精密、东山精密、生益科技受到

关注较多，应用软件板块中的卫宁健康、

广联达、启明星辰受到关注较多。

川财证券电子团队表示，电子元件

板块上半年业绩表现优异， 主要受5G

高速传输和高频通信的需求驱动，带来

公司订单数量增加。 随着5G建设的不

断推进，2019年末至2020年将迎来5G

换机潮，建议关注消费电子板块业绩优

质标的。

安信证券认为， 随着手机产品功能

的复杂化、多元化的加深以及5G通信网

络的渗透度提高， 汽车电子化以及新能

源汽车的普及，被动元器件将向高性能、

小型化、高稳定性、高附加值发展，长期

看好被动元器件。

看好顺周期板块

四季度将至，险资将如何布局？

“目前较看好顺周期行业，包括传统

‘铁公鸡’ 在内的钢铁、水泥及地产后周

期相关行业，以及‘大金融’ 板块，这些

顺周期行业在经济修复上行时期往往有

较好表现。”昆仑资产首席宏观研究员张

玮表示。

张玮透露， 目前市场倾向于预计

三、 四季度单季GDP增速在5.5%以上，

尽管二季度以来货币流动性边际收紧，

但宽信用格局没有改变。 此外，10月底

前集中完成1.5万亿元债务发行，将助推

基建投资。 综合考虑项目从融资到开工

的时间传导，今年四季度经济表现会相

对较好。

他表示， 这主要涉及到市场所谓的

风格切换以及估值模型的定价问题，当

经济上行时， 顺周期行业往往会有好的

表现。

某保险资管机构人士表示， 今年以

来消费电子、医药、娱乐等板块大涨，当

前估值已至高位， 看好抗通胀标的的投

资价值，比如黄金、有色金属或周期性板

块， 预计四季度这些板块供给端和需求

端均会发力。

国寿资产相关人士认为， 关注周期

龙头+消费板块，首先是短期经济基本面

改善，工业生产资料的下游需求向好，尤

其是基建链、地产链需求有望延续改善，

其中部分具备涨价能力的板块可能会表

现更好，如化工、煤炭、铜、电解铝、玻璃

等方向的部分优质周期龙头； 其次是泛

高端制造业， 可进一步聚焦在高端制造

中与“十四五” 规划方向相对受益的板

块，短期看光伏、风电可能会最先受益；

另外在电力设备制造、电子通信制造、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 汽车零部件等专业零

部件制造领域， 也可以继续寻找优质标

的逢低配置。

8月以来险资密集调研近700次

消费等板块被险资“锁定”

□本报记者 程竹 实习记者 王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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