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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今年以来

涨幅（%）

股价

（元）

总市值

（亿元）

市盈率

(TTM)

小康股份 226.70 55.80 757.78 —

双环传动 138.94 17.20 130.82 104.16

多氟多 136.65 47.40 363.16 258.20

天齐锂业 119.35 86.14 1272.37 —

星源材质 114.63 40.55 291.16 174.29

恩捷股份 80.79 255.99 2282.47 161.94

赣锋锂业 76.20 178.00 2417.38 171.38

璞泰来 72.54 138.00 958.33 105.39

厦门钨业 72.26 28.81 408.66 38.38

法拉电子 68.21 179.11 403.00 64.16

天赐材料 65.86 101.08 963.20 123.77

华友钴业 56.08 123.50 1506.37 92.10

江淮汽车 49.65 18.26 345.72 50.27

宁德时代 49.61 525.05 12228.46 179.94

大洋电机 49.51 6.62 156.60 74.35

基金简称

港股投资市值

（中报）（亿元）

港股投资占比

（中报）（%）

港股投资占比

（一季报）（%）

今年以来复权单位

净值增长率（%）

博时恒生医疗保健ETF 1.09 99.39 -2.93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ETF 2.99 99.21 99.38 -15.45

华泰柏瑞中证港股通50ETF 53.19 98.61 98.02 -9.21

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ETF 4.11 97.35 96.07 -7.83

南方恒生ETF 3.28 97.20 97.13 -6.12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 12.62 96.92 97.04 -5.98

易方达中证香港证券投资主题ETF 10.44 96.57 97.92 -4.03

华泰柏瑞亚洲企业 0.87 96.37 94.67 -10.91

易方达恒生H股ETF 72.02 96.22 97.45 -15.18

平安港股通恒生中国企业ETF 5.51 95.93 96.87 -10.75

招商上证港股通ETF 1.20 95.30 97.24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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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港股成长股将迎长期配置时点

●本报记者 余世鹏

28日港股止跌回升， 科技股多数反

弹，恒生科技指数大涨3.1%。 公募观点认

为，历经此前调整后，成长股估值压力会

大幅减轻，港股依然是投资中国资产的重

要途径，是配置中国新经济公司的重要选

项，成长股将迎来长期配置时点。

估值压力释放

招商基金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对

港股市场而言， 在市场明显消化估值后，

对无风险利率上行的敏感度会降低。整体

来看， 预计指数后市将维持震荡格局，成

长股在此前调整后， 估值压力会大幅减

轻，交易拥挤的情况也明显缓解，成长股

将迎来长期配置时点。

景顺长城基金的基金经理周寒颖表

示， 近期港股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出现调

整，但港股市场依然有着不少符合产业发

展规律的优质个股。 拉长时间看，港股的

艰难时刻往往是难得的“黄金坑” ，目前

来看互联网等新经济板块个股已具备一

定的投资性价比。

鹏华基金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尤柏年指

出，作为连接境内外资本的桥梁，港股市场

既有规范成熟的机制，又有多元化、分散化

的投资者结构，专业化机构占比较高。 随着

中概股二次上市和新经济领域优质资产

IPO，港股市场扩容显著，市场结构也在发

生变化， 有望成为全球大型机构的主流配

置市场。

新经济公司为港股注入活力

南方基金的基金经理黄亮指出，港股

是新经济企业上市的重要阵地，在海外市

场中， 港股相较美股市场的优势愈发明

显。过去两年以来，得益于港交所改革，众

多优质的新消费、创新药和互联网公司登

陆港股市场进行首次上市，已经形成了明

显的板块聚集效应，并吸引更多优秀的新

经济公司赴港上市。这些标的中部分公司

具备长期增长前景，将为港股市场注入新

的活力。

尤柏年以南向资金举例说道，近年来

南向资金加速进入港股市场， 大致分为

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18年-2019年，

资金配置港股的增速比较低， 主要是因

为当时外部因素扰动， 港股的投资体验

并不好， 并且当时很多基金的投资范围

也不包括港股； 第二阶段是在2020年以

后，国内的公募基金发行节奏不断加速，

陆续将港股纳入投资范围。相对于A股公

司而言，港股核心资产的市值大、竞争力

强，估值也更加合理，近年来许多基金经

理将目光投向港股， 港股的配置比例增

速在加快。

Wind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市场上可

投港股的基金达到2700只 （不同份额分

开统计）， 其中约有180只为纯投资港股

的基金。 截至二季度末，有25只基金的港

股持仓在90%以上，其中有基金在二季度

加大了仓位，如天弘港股通精选的港股投

资占比由一季度末的85.85%提升至二季

度末的91.86%； 国投瑞银港股通价值发

现的港股投资占比由一季度末的71.81%

提升至二季度末的91.58%。

投资成败取决于个股选择

在配置策略上，周寒颖表示，看好

新经济类公司。 随着港股上市的新经

济公司数量增加， 尤其是创新医疗器

械、电动车、新式餐饮、消费医疗平台等

公司，再加上中概股双重上市和回归二

次上市，港股新经济股桥头堡的地位将

得以巩固，成长股的投资吸引力会逐步

增加。

但周寒颖也说道， 新和旧都是相对

的。 当前传统行业在发生新变化，新经济

公司也在向传统领域进行渗透。 因此，不

要用固有眼光去看待传统经济公司，这些

公司之所以有吸引力，本质上在于符合产

业发展规律。 港股投资应该更看重质地，

即使是同一赛道上的公司，不同投资者对

估值判断的差异也会很大，港股投资成败

将取决于个股选择。

招商基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内生动

力稳定，海外流动性继续充裕，但在短期

因素影响下， 预计港股仍会处于震荡格

局，策略上应偏向均衡配置。 从中长期角

度来看， 港股中资股的盈利确定性高、低

估值的优势明显，可关注以下赛道：一是

高端制造业，如新能源、半导体和精密制

造的机械行业；二是新兴消费行业，看好

IP理念发展模式，以及具备高成长性叠加

低渗透率的医美消费市场； 三是线下消

费；四是互联网龙头，短期受环境因素影

响，互联网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但龙

头公司长期成长性高，未来仍有较好的配

置时机；五是在香港二次上市的稀缺新经

济龙头。

国寿安保刘志军：长期看好医药行业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张舒琳

过去十年， 医药生物行业迎来黄金发展

期。据Wind数据统计，2011年至2020年，A股

共诞生18只涨幅超20倍的牛股， 医疗保健行

业上榜企业高达6家。 站在医药赛道的风口

上， 国寿安保基金经理刘志军凭借独特的投

资理念，多次擒得牛股。 他坚守“长坡、厚雪、

高槛” 的投资理念，为投资者创造了长期稳健

的业绩回报。

“白马”里选龙头

在采访过程中，刘志军反复强调，要从实

业角度看问题，具体而言包括三个维度：一是

产业角度，即筛选出“长坡、厚雪、高槛” 的产

品领域， 企业价值或者产品价格至少在几年

内不会被削弱。二是公司角度，着重考察管理

层的战略眼光、管理能力和企业激励制度。 三

是市场角度，分析市场不同时期的结构特点，

力争做到稳健投资、灵活操作，为投资者创造

持续性收益。

刘志军还格外重视实地调研。 在他看来，

做投资最重要的是做对三件事情： 第一是挑

选到好的公司， 即业绩可持续性强、 利润丰

厚、行业壁垒高的优质企业；第二是给公司一

个合理的估值； 第三则是确定买入和卖出时

机。 这三件事都离不开大量调研，“只有勤奋

地跑公司，才能更透彻地理解公司的产品、渠

道、管理层，更准确地把握公司基本面变化情

况， 进而给出更合理的估值以及选择好的买

入和卖出时机。 ”刘志军表示，自己几乎每周

都会参加线上线下调研， 尤其是在今年的市

场环境下，更加勤奋参与调研。

基于对产品生命周期和行业护城河的深

度理解以及扎实的实地调研， 刘志军擅长通

过前瞻性布局相关产业中基本面良好、 具有

较好发展前景且价值被低估的优质上市公

司， 享受医药创新红利。 他说：“就我个人而

言，不愿意随大流找投资标的，更喜欢闹中取

静，寻找市场关注度没那么高的优质公司，提

前预判，从而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 ”

一句话概括刘志军的投资风格，即“在白

马里选龙头，在新兴里选黑马” 。对待白马股，

用长期角度看待公司，以时间换取收益空间；

对待新兴企业， 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寻找被

市场误读的公司。因此，他的持仓中既有不少

独门股，也会提早布局龙头股。例如，他曾“埋

伏” 某CXO领域龙头，并连续8个季度持有，

在这只股票上获得丰厚收益。

医美行业市场空间广阔

作为市场上稀有的“医学+金融” 复合背

景的基金经理， 同时深耕医药产业投资研究

近10年。刘志军对医药行业的发展趋势、生命

周期、企业运行规律有深入理解。 在他看来，

医药行业未来仍然是黄金赛道，一方面，在老

龄化进程加速背景下， 医药行业市场需求庞

大；另一方面，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居

民渴望更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医疗消费升级

趋势更加显著。

基于以上判断，刘志军预测创新药、医美

等细分领域潜在巨大投资机会， 尤其看好医

美领域的投资机遇。 他表示：“未来人们在医

疗消费领域会更加追求活得美，活得有尊严，

所以医美行业存在广阔市场空间。 医美也是

一个创新驱动的赛道， 需要不断开发新产品

以及新的应用场景，目前来看，该领域成长性

较好。 ”

此外，疫苗也是较好的赛道。刘志军判断，

从全球来看，疫情仍具有不确定性，对疫苗、医

疗服务需求不减；从国内来看，我国疫苗接种

率高，短期新冠疫苗可能有降价的风险，但经

历这次疫情后， 国家将会加强生物疫苗的研

发，居民接种疫苗的主动性也会更强烈。

聚焦“专精特新”

精至资产基金经理黄敏认为，“专精

特新” 就是要鼓励创新，做到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企业家要以“专精特新” 为方

向，聚焦主业、苦练内功、强化创新。长期看

好芯片产业链、高端数控机床及高端刀片、

高端医疗设备、创新药等，这些领域的龙头

公司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博道基金张迎军直言，“专精特新”的

灵魂是创新，从创新这个角度来看，目前一

些热门赛道，如新能源、光伏，是中国走在

全球前列的产业。 另外，科技创新方面，芯

片半导体未来将会是重点关注的对象。

中信保诚基金也表示， 坚定看好符合

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战略的

行业， 将继续发挥公司在价值成长投资领

域长期形成的优势， 向科技创新、 高端制

造、生物医药、碳中和等方向加大投研力量

和产品布局，拥抱国家未来发展方向。

科技板块或有更好表现

冬拓投资基金经理王春秀认为， 近期

指数跌幅较大，但硬核科技板块比较抗跌。

所谓的硬核科技， 就是那些在各自领域拥

有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 或者“配套专

家” ，以半导体、新能源、高端装备为代表。

她认为，在此背景下，高端制造业将会迎来

黄金发展期，以半导体、新能源为代表的科

技板块会有更好表现。

诺德基金基金经理曾文宏认为， 后市

主要关注科创板、创业板的投资机会。在具

体赛道方面，关注半导体上游材料和设备、

新材料、 新能源上游材料和设备、5G下游

应用等， 上涨的核心动力来自业绩与估值

的双击。

结合政策环境和发展前景， 兴业基金

研究部副总经理邹慧认为， 从中长期维度

观察，光伏、风电、电动车及其上下游产业

链的基本面有确定性增长， 长期依然有

5-10倍的成长空间，在这些行业中就有很

多“专精特新”的企业。这些企业分布于新

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受益于成

本优势、技术突破、供应链配套以及强大的

服务优势，成长空间正在逐渐打开，估值的

性价比优势将进一步体现。

海富通基金表示， 资本市场已经认识

到国家政策引导的方向。 一些不是国家鼓

励发展的行业， 或者是已经过了发展红利

期的类垄断性巨头， 其未来的前景需要重

新评估。 而那些符合国家转型升级需求的

新兴行业， 有望持续获得政策上的大力支

持。 下半年A股市场仍然有望在震荡行情

中挖掘出结构性机会，长期看好半导体、新

能源车、光伏板块。

沪深两市近日出现回调， 前期

表现抢眼的创业板跌幅更甚。 受此

影响，权益类基金重仓股普遍受挫，

净值出现明显回调。 展望后市，多位

基金经理表示将优化持仓， 依然看

好芯片、 新能源等科技赛道的投资

机会。

多家基金公司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坚定看好国家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战

略，将加大投研力量和产品布局，大

力支持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生物医

药、 碳中和等代表新经济发展方向

的领域。

● 本报记者 李岚君

汇丰晋信陆彬：

四方向构建投资组合

●本报记者 徐金忠

汇丰晋信基金研究总监、 基金经理陆彬一直以

“敢于发声” 、与投资者保持密切交流著称。日前，陆

彬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的采访，介绍了市场震荡、

央行降准、“宁组合”攻城略地背景下他的最新市场

研判。

陆彬表示， 全面降准这个超预期消息缓解了市

场对于流动性的担忧， 市场的结构分化之中涌现了

新机会。 对于下半年的投资布局，将攻守兼备，在以

新能源为代表的核心资产外，金融和地产、周期、偏

成长方向都将是陆彬投资组合的组成部分。

以变应变

陆彬是市场变化敏锐的感知者， 也是公募基金

行业“敢于发声” 的一位基金经理。 在去年的投资

中，他斩获了“股基冠军” 的战绩，面对投资者的追

捧，他与投资者密切交流，分享最新的市场研判，力

求帮助投资者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回顾发现，陆彬今年对于市场的各项判断可谓

精准。在今年年初，陆彬指出，2021年的市场需要自

下而上做研究，寻找行业的一些机会，而不是说抢

占好赛道便可以一劳永逸。 在3月、4月间，陆彬因为

看好跌出来的机会而对市场持乐观态度。 随后，面

对市场在结构上的极度分化，在端午节期间，陆彬

表示，过去几年被市场忽视的行业和个股的结构性

机会，在过去几个月表现突出，估值得到了大幅修

复，需要关注结构性风险。 展望下半年，会采用相对

谨慎的策略。

如今，他对市场的新动向又有怎样的分析？陆彬

表示：“近期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央行做出

了全面降准的决定，这至少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方向，

可能后面一两个季度， 大范围的边际收紧流动性的

可能性比较低。 第二，近期市场表现非常分化，高景

气行业近一个月表现非常突出， 很多中小市值或偏

成长的好赛道公司， 受到资金追捧。 而不少偏大盘

的，包括大盘价值和大盘成长的公司，股价表现较疲

软，估值出现大幅下降。 ”

陆彬表示，面对市场分化，仍需要关注暴露出来

的结构性风险和机会， 下半年需要密切跟踪各行业

2021年-2022年的基本面变化和趋势。 一些行业经

过上半年的调整后，估值已经回落到历史底部区域，

一旦基本面出现拐点，就有可能迎来估值修复。

等待新能源车回调后的配置时机

回顾陆彬2020年的“代表作” ，在新能源赛道

的提前布局和敢于重仓是他的致胜法宝。 陆彬一直

强调，自己的投资必须是全市场的。 他说：“选择在

一个赛道‘躺赢’似乎很容易，但为了投资者的持有

体验，需要在不同领域寻找机会、搭建组合。 ” 以投

资者利益为重，陆彬对自己的要求很明确。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陆彬管理的汇

丰晋信低碳先锋近一月的净值涨幅为21.57%。 据陆

彬介绍， 目前基金的资产配置攻防仓位大约各占一

半。 “从为持有人创造更好收益和更优投资体验的

目标出发，一方面，低估值的地产股、大盘价值及大

盘成长股继续向下调整的概率已经比较低， 部分标

的目前已具备不错的隐含回报， 可以作为偏防守仓

位；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和周期等板块，基本面强

度较好，业绩仍有较大弹性，进攻性会较强，仍保持

较大的投资力度。 ”陆彬介绍。

陆彬表示， 下半年将重点关注四个方向投资机

会。第一类是核心资产的方向，其中电动车有望成为

今年贯穿全年的投资机会。 第二类是偏大盘价值方

向，包括金融和地产。 过去一个月，不管是因为风格

的原因，还是因为基本面的原因，这些行业的估值更

低了。第三是周期行业，与碳中和相关性较强的周期

行业有望存在持续性机会。第四是偏成长的机会，大

盘成长机会的估值匹配度越来越高了。

对于新能源汽车，陆彬表示，短期来看，一个

大幅上涨、情绪非常高的行业的波动势必会加大。

但如果拉长时间周期来看的话， 可能当前还是处

在一个行业高景气的成长过程中。 他说：“从投资

策略的角度来说， 我更建议大家在行业快速上涨

的时候稍微等一等， 等待投资机会。 后面几个季

度，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回调，那时候会是一个更好

的配置时点。 ”

今年以来涨幅较大的新能源车个股

数据来源/Wind

港股投资占比较高的基金

7月以来涨幅较大的申万二级行业

公募基金坚守科技赛道 押注新经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