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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青睐有色 险资偏爱蓝筹 QFII均衡配置

上市公司半年报透露机构增仓喜好

□

本报记者 常仙鹤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的相继披露， 代表

中长期资金的社保、 保险和QFII机构投资者

的持股路径也日渐浮出水面。截至8月6日，共

有289家上市公司公布了2014年中期报告，

社保、 险资、QFII在二季度共新进41只个股，

这些个股集中在中小板，以医药、计算机、食

品等为主， 部分机构在二季度加仓了有色金

属加工行业。

二季度加仓为主

从目前上市公司已经披露的中报来看，

社保、 保险和QFII资金在二季度分别重仓持

有61只个股， 保险资金重仓持有36只个股，

QFII共重仓持有13只个股。其中，社保基金在

二季度加仓了22只个股，新进18只，减仓9只；

保险资金在二季度加仓9只，新进14只，减仓6

只；QFII在二季度增持3只个股， 新进9只，减

仓0只。

从市值来看， 社保资金增持和新进个股

总计1.27亿股，减仓仅654.81万股；保险资金

增持和新进个股总计 1.53亿股， 减持仅

1108.96万股；QFII增持和新进个股总计

4314.86万股，减仓0股。

蓝筹成长平分秋色

从二季度社保、 保险和QFII的新进个股

及增仓情况来看， 社保基金偏爱有成长性的

中小盘个股，保险资金喜好蓝筹类股票，QFII

则蓝筹与成长兼有。

目前社保基金增仓最多的是有色金属加

工企业利源精制，二季度增持1300万股。 在

新进个股中， 东华软件为新进社保基金最多

的个股， 全国社保基金112组合在二季度购

买了1400.82万股。医药制造企业山大华特最

受社保基金青睐，有3只社保基金进驻其前十

大流通股东行列。 华夏基金管理的社保107

组合、招商基金管理的社保604组合、鹏华基

金管理的社保404组合分别为该股第六、第

七、 第九大流通股东， 持有比例分别为

2.96％、2.68％、2.45％。 其中，前两者二季度

持股数量不变，社保404组合是二季度新进，

持有441.2万股。

另外，例如计算机、通信和食品制造业

等行业也获得不少社保基金的进驻或增仓

持有。

保险资金方面，截至目前，西山煤电在二

季度增持2886.79万股，房地产开发公司天健

集团为二季度险资新进最多的个股， 获得前

海人寿保险2663.81万股的进驻，持仓总市值

达2.05亿元。

QFII方面， 二季度增持最多的是汽车玻

璃行业龙头福耀玻璃，比尔及梅林达·盖茨信

托基金会二季度大举加仓500万股， 同时，该

股还获得瑞士联合银行的进驻， 新买入

2011.79万股，两机构动用资金达到3.55亿元。

另外，鱼跃医疗、海鸥卫浴等也获得了QFII的

大举加仓。

机构判断蓝筹估值修复行情将延续

□

本报实习记者 宋春华

上周蓝筹股涨势凶猛， 有业内人士曾直

言牛市开幕，但近两日市场出现“大弱小强”

走势，主板震荡盘整，创业板“起舞飞扬” ，跷

跷板效应出现。 对此，多家基金公司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在市场风格切换背景下，主板

高位盘整，创业板小幅上涨，属于正常波动，

“二八轮动”言之尚早。

蓝筹高位调整

对于大盘冲高回落，巨丰投顾认为，这并

非阶段见顶，而是出现了“千金难买牛回头”

的行情。 巨丰投顾指出，三大利好因素推动近

期大盘持续走强。 首先，经济数据向好，给市

场带来显著支撑；其次，流动性保持中性偏宽

松的格局， 场外资金入市的脚步正在逐渐加

快；最后，从近期成交看，市场风险偏好已经

大幅提升，若无重大利空出现，市场情绪不会

快速逆转。

诺安基金灵活配置基金经理夏俊杰认

为，去年，股票市场的逻辑是追捧小股票，而

低估值大盘蓝筹却备受冷落。 现在，大蓝筹有

了明显起色，而市场上也出现很多关于“成长

VS蓝筹”的争辩。但从短期来看，蓝筹股估值

修复行情会延续，但也不能预期过高，一旦社

会融资成本不能有效下降， 或是中观数据不

能持续改善，反弹随时会夭折。

融通创业板指数基金经理李勇指出，当

前来看， 市场的热点和焦点仍围绕着货币宽

松、经济托底和沪港通展开。 货币政策的宽松

仍将持续，沪港通预期在短期内仍将持续，仍

会推动市场对蓝筹板块偏好的增强。 而且，随

着基本面的好转和政策面的热点都转换到主

板的传统蓝筹和周期板块， 市场风格特征将

持续一段时间，但程度可能趋于缓和。

华讯投资分析， 大盘蓝筹的估值修复需

求以及国企改革、 沪港通等主体性投资机会

不断涌现，市场气氛依旧较为活跃，预计未来

活跃行情仍将持续。 但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

中观数据的不乐观、 做多力量的消耗以及出

于谨慎心理的获利回吐等因素， 股指向上的

幅度将有所收窄。

难言“二八轮动”

李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7月中旬以来出现了急速的风格切换，主

板在经济数据预期减弱的压力下在高位出现

弱势调整， 而创业板在持续走弱的情况下出

现补涨， 都属于正常的波动，“二八轮动” 的

行情尚言之过早。

李勇强调，以“新经济” 为主体的成长股

由于短期内缺乏内生的增长动力， 在风格切

换的背景下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走势， 但板块

内部也将出现分化， 一些主题性的成长性板

块或将出现阶段性反弹。 总体来看，市场更有

利于传统周期和蓝筹板块， 再次出现极端的

风格转换的概率较低。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基金经理陈小玲认

为，三季度是市场潜伏期，重点关注低估值

蓝筹，注意成长股的中报业绩。 年初以来消

费板块调整较大，尤其是医药、食品等传统

白马股估值都处在较低位置，长期配置价值

开始凸显。

后市， 巨丰投顾建议继续关注受益微刺

激的板块，如核电、高铁、特高压等，以及低估

蓝筹如钢铁、有色、煤炭、银行等，尤其要注意

上述两大板块中具备国资改革题材以及沪港

通题材的个股。

扩张势头放缓 倒逼服务升级

货币基金迎来“新活期” 时代

□

本报记者 李良

收益率的逐步下滑，令货币基金今年以来的急速扩张趋势戛

然而止。

来自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货币基金的资

产管理规模为1.59万亿元， 相较于5月底的1.92万亿元， 跌幅达到

17.2%。 而这次下跌，也中止了货币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连续数月的

扩张。

部分基金公司因此感受到了来自市场的明显压力。 显然，仅

靠开发一个“宝宝” 类产品，就能圈来滚滚客源的吸金时代，已经

告一段落。 盛宴过后，许多挂钩“宝宝” 的货币基金需要开始考

虑，在收益率短期难有起色的当前，如何通过更好的增值服务来

挽留客户。

某基金公司市场部总监向记者表示，从长远发展来看，转化

目前规模庞大的银行活期存款，仍是货币基金未来持续扩张的路

径，不过，这需要基金业在货币基金的申赎服务、便捷支付等各方

面提供更为完善的增值服务。“如果货币基金能够做到这一点，那

么， 在未来 ‘新活期’ 时代里， 货币基金将成为当之无愧的主

角。 ” 该总监说。

收益率下行倒逼服务升级

在整个市场利率中枢下移的背景下， 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也在不

断下移。

WIND数据显示，8月5日， 纳入统计的320只货币基金平均7日

年化收益率为4.228%，距离破“4” 仅一步之遥。 而已成为货币基金

“一哥” 、 挂钩余额宝的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8月5日的7日年化收

益率也已下滑至4.178%，较年初大幅回落。 收益率的下行，也令货币

基金曾经的“高收益” 光环开始褪色，而这，也倒逼更多的基金公司

将精力转向服务升级。

以信诚薪金宝货币基金为例，与许多挂钩“宝宝”的货币基金不

同，这只对接中信银行“薪金煲”平台的货币基金，就将大量精力和人

力、物力投入到服务之中，在为投资者提供理财收益的同时，还为投资

者提供了随时取现、刷卡以及转账等多种功能性服务。 换言之，信诚薪

金宝货币基金的目标是，通过理财、支付等多重服务功能的一体化，成

为投资者离不开的“钱包” 。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不同于以往对于货币基金的陌生，在经过

去年一轮爆炸式的“补课” 后，许多投资者都对不少货币基金有了亲

身的体验。而由于货币基金的收益差距本身并不大，投资者更关注货

币基金作为现金管理工具在功能上的优势， 这为诸如信诚薪金宝等

货币基金的服务升级指明了方向。

“新活期” 迎来新机遇

某货币基金的基金经理认为，未来货币基金会出现分化，根据客

户需求的不同，各产品将在细分市场进行挖掘。 其中，瞄准庞大的银

行活期存款，重在提供同质化功能性服务的货币基金，或有望打造一

个“新活期”时代。

事实上， 部分货币基金在使用功能上， 已经与银行活期存款无

异。 仍以信诚薪金宝货币基金为例，在对接中信银行“薪金煲”平台

后，投资者只要手持绑定了信诚薪金宝货币基金的中信银行借记卡，

就可在所有银联的ATM机取现、直接pos机刷卡消费和本行跨行转

账等支付行为。 也就是说，投资者已经可将货币基金当现金使用，且

省却了亲自申赎的手续。如此一来，持有货币基金已经具有和持有活

期存款一样的便捷性， 但持有人却可以享受远超过活期存款利率的

收益。

一位基金业内人士认为，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利率市场化进

程的加快及各种利率化产品的丰富，客户对收益率的敏感度会更高，如

果货币基金的便捷支付功能可以普及， 那么具有明显收益率优势的货

币基金就有可能大规模取代活期存款。 不过，由于目前货币基金拓展支

付功能的渠道，主要还是依靠银行的让步，未来能否迎来“新活期”时

代，银行的态度依然至关重要。

一季度末全球股基资产

达13.6万亿美元

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所整理的国际投资基金协

会数据，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全球股票型基金资

产规模环比上升2.5%至13.6万亿美元， 股票型基金

资产规模净增长占全部基金资产规模净增长的

41%；债券型基金资产规模环比增长3.2%，达到7.3

万亿美元，占全部基金资产规模净增长的30%；混合

型基金资产规模环比上升3.8%；货币市场基金资产

规模环比上升0.7%。

由于美元贬值因素， 以美元计价的共同基金资

产的增加有所高估。 例如，2014年第一季度，欧洲以

美元计价的共同基金资产增加了3.7%，如以欧元计

价，则增加3.5%。

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全球共同基金资产的44%

为股票型基金，24%为债券型基金，12%为混合型基

金，16%为货币市场基金。 按照区域分，则全球资产的

57%在美洲，31%在欧洲，12%在非洲和亚太地区。 截

至2014年第一季度末，全球共同基金共有77117只。按

照基金类型，37%为股票型基金，23%为混合型基金，

19%为债券型基金，4%为货币市场基金。（曹乘瑜）

中信建投

首只货基募集9.1亿

中信建投基金公司的首只货基中信建投货币于8

月5日成立。 作为一家非银行系次新基金公司的产品，

发行取得9.1亿元的规模是个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在货

币基金整体收益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据了解，华夏银

行的督导小组及中信建投基金公司销售团队的足迹

到达了主代销机构的大部分分支网点，为此次成功募

集不遗余力，做了多场产品宣讲。

中信建投基金投研部总经理王琦表示，在上半

年包括定向降准和加快财政支出等系列措施出台

的基础上， 下半年PSL等手段将会继续降低实体经

济融资成本，而多个地方取消商品房限购也将阶段

性刺激需求。 此外，发达经济体整体向好也可望拉

动出口有所改善；同时，市场可能低估了企业主动

调整适应环境的能力和经济周期的影响，比如在需

求尚未出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近期钢铁、基本金

属以及部分化工产品价格出现回升，相关企业盈利

能力更是受益于上游材料价格下滑而明显增强。 因

此，下半年股票市场有望在对宏观经济预期略为稳

定后出现“矫正危机化估值” 的行情；债券牛市已

经进入下半场， 但受益于央行降低融资成本的努

力，仍有投资机会；而货币市场虽有收益率下行压

力，但在经济可望企稳以及总量流动性宽裕已至上

限的背景下，下行空间不会很大。 （王泓）

8只新基金获批

根据证监会的公示，7月最后一周， 共有8只新

基金获批，9只新基金上报受理。 其中有多只与转型

及改革相关的主题基金。 例如鹏华基金的先进制造

股票型基金、 华富基金的智慧城市灵活配置混合型

基金获批， 富国基金上报的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

分级基金获得受理。此前，还有富国的中证移动互联

网指数分级基金获批， 以及鹏华的养老产业股票型

基金和中证国防指数分级基金获得受理。 7月31日，

前海开源基金的大海洋混合基金成立， 这是国内首

只以海洋战略经济为主题的基金产品。 济安金信公

司副总经理、基金评价中心总经理王群航表示，主题

性基金的涌现，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改革和转型，主题

性的投资机会在增加；另一方面，基金产品的分类维

度已经细分到行业，需要新的细分方向，而且，行业

性的产品可能面临行业轮动的风险， 但主题性产品

则可以跨行业，例如智慧城市主题、国企改革主题均

涉及多个行业。

此外，两家券商系基金也获得上报受理，其中有

华融证券上报的华融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华融

证券是第一家公司一级部门获得公募业务牌照的券

商，这也是其第一只产品。 另外，中金基金上报了中

金纯债债券型基金。（曹乘瑜）

易方达聚盈A11日打开申购

易方达聚盈A即将于8月11日零点起打开申购

一天，约定年收益率仍然高达6%。

聚盈A自去年双“十一”诞生，到现在即将运行满

3个封闭期，每期都稳定保持6%的较高收益水平，其收

益率、稳定性、低投资门槛等特点相对同期的银行理财

产品、债券基金和宝类产品都有明显优势。

资金可通过易方达基金开发的“e钱包”APP投

资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基金A，当天开卖时将e钱包内

天天理财A份额转换为聚盈A。 此外，投资者还可通过

易方达官方网站直销平台（www.efunds.com.cn）

“基金管家”APP、“易方达微理财” 微信服务号等网

络平台进行购买。需注意的是，单个账户申购限额为50

万元（含前三期累计申购额度）。（常仙鹤）

国投瑞银

瑞福优先开启申购

日前，国投瑞银基金发布公告称，国投瑞银瑞福

优先将于8月6日至8月13日迎来集中开放申赎期，

该产品约定年化收益率为6%，免申购费，1000元起

购，持有超过半年免赎回费。

此类产品的年化收益率高于货币基金，而且6%

的约定收益率较为稳定、可靠的，不会如货币基金7

日年化收益率那样经常变化。同时，此类产品投资门

槛低，1000元就可购买。 投资者可通过国投瑞银官

网或工商银行网银进行购买， 不方便上网的投资人

也可以通过工商银行网点进行购买。 此外，在8月12

日15点至8月13日15点， 淘宝用户还可通过国投瑞

银淘宝店购买。（宋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