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条）权益投资乘风起 银行理财为A股注“活水”

本报实习记者 王方圆

日前，部分银行理财产品 2020年四季度投资报告陆续出炉。 对比三季度投资报告来看，部分产品的权益资产配置比例明显提高，且通过投资混合型基金、“打新” 等方式积极参与权益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银行理财资金加配权益资产已成大势。 据测算，2020年银行理财为A股市场带来的增量资金达千亿元。 不过，加配权益资产也不能操之过急，还需完善银行及理财子公司投研体系。

权益配比明显提高

日前，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5款权益型产品中，光大理财的“阳光红卫生安全主题精选”“阳光红300红利增强” 2020年四季度投资报告已披露。 此前，“阳光红卫生安全主题精选”也披露了2020年三季度投资报告。

“阳光红卫生安全主题精选”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一款直投股票产品，风险等级为PR4（中高风险）。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25日，产品单位净值为1.1150，成立以来收益率达11.5%。

公告显示，截至2020年四季度末，该产品前十大重仓股依次为宁德时代、恒瑞医药、科达利、万科企业、先导智能、新宙邦、拓普集团、长春高新、三花智控、海康威视。其中，宁德时代、恒瑞医药的持仓占比均超过5%，分别为9.68%、8.16%。从行业来看，医药卫生、新能源为主要投资方向。

而三季度投资报告显示，该产品前十大重仓股为华兰生物、智飞生物、天坛生物、复星医药、上海医药、沃森生物、达安基因、昊海生科、新华保险、鱼跃医疗，几乎“清一色”属于医药生物板块。 也就是说，四季度该产品的权益投资策略进行了灵活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该产品的权益资产配置金额和比例均有明显提高。 公告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该产品的权益投资金额为4056.88万元，占比85.32%。 到了四季度末，两项数据分别为4769.32万元和92.33%。

“花式”增配权益资产

除直接投资股票外，银行理财资金还通过投资混合型基金、“打新”等方式参与了权益市场投资。

例如，光大理财的“阳光橙优选配置” 2020年四季度投资报告显示，该产品投资于公募产品的金额为2.66亿元，占比达86.62%，囊括华安基金、光大保德信基金、国泰基金等多家基金公司的混合型产品。

该产品投资涵盖了食品饮料、餐饮旅游、金融、新能源等板块，包括贵州茅台、伊利股份、中国中免、中国平安、宁德时代等个股。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还通过“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 ，间接投资了美团、腾讯控股、香港交易所等港股。

此外，“打新”也是参与权益市场投资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理财网显示，目前含“打新”字样的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有28款，其中有15款产品明确提出“科创打新” 。

某大型理财子公司人士表示，银行理财产品的配置情况较复杂，挑选股票的精力有限，投资基金可有效节省精力，也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之所以对科创板进行“打新”，是因为很多科创板公司代表了新兴发展方向，具备投资价值。 且从历史情况来看，科创板“打新”收益较高。

千亿级增量

国盛证券预计，2021年银行理财将成A股重要增量。 银行非保本理财规模稳步扩张，而银行理财权益类占比提升将是最大亮点。 2021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最后一年，也将会是理财净值化改造大年，市场化运营模式倒逼银行理财加大权益类资产配置。

据国盛证券测算，仅2020年，银行理财为A股带来的增量资金规模在1000亿元左右。 而国金证券测算这一增量资金约1450亿元。 若从长远角度来看，根据华泰证券估算，银行理财子公司的设立和运营，有望为A股市场带来万亿增量资金。

上述理财子公司人士表示，银行理财资金加配权益资产已成大势。 当前其所在公司的权益类基金的投资比例已有所提高，且未来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加配权益资产也不能操之过急。 一方面，银行及理财子公司的权益投研体系还不完善；另一方面，银行客户相对保守，对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意愿较低。 ”上述人士指出。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98.85 98.13 0.73 0.74

商品期货指数

1329.51 1337.52 1339.1 1327.07 1323.71 13.81 1.04

农产品期货指数

1025.91 1036.72 1038.83 1024.44 1020.03 16.69 1.64

油脂期货指数

674.25 686.08 687.18 671.75 667.48 18.6 2.79

粮食期货指数

1704.44 1698.34 1713.4 1694.54 1701.15 -2.81 -0.17

软商品期货指数

703.88 708.44 709.09 702.97 702.57 5.87 0.84

工业品期货指数

1382.04 1391.54 1392.74 1378.7 1376.49 15.05 1.09

能化期货指数

580.01 586.59 586.69 579.97 576.93 9.66 1.68

钢铁期货指数

2211.46 2240.56 2246.88 2196.45 2206.51 34.05 1.54

建材期货指数

1447.63 1464.29 1467.42 1443.15 1444.53 19.76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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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63 1053.71 1040.38 1052.46 7.94 1047.94

易盛农基指数

1380.27 1392.98 1377 1390.9 9.13 13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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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周券商推荐“买入” 305只个股

电子与化工板块获券商力挺

●本报记者 赵中昊

数据显示，最近一周以来（1月

21日至1月27日） 最新获券商买入

评级的个股总计有305只，总计由50

家券商的399名研究员出具研报，行

业属性以电子、化工、医药生物等居

多。 其中超半数公布了目标价格，其

中最大预期涨幅超130%。

展望未来行情，券商机构认为，

当前处于业绩预披露期， 板块轮动

加剧，随着抱团股筹码开始松动，部

分业绩优秀的小市值品种重新受到

资金追捧。 重点关注行业持续景气，

同时业绩持续获得验证的板块。

电子行业受青睐

Wind数据显示，近一周以来最

新获券商买入评级的个股总计有

305只， 其中176只个股公布了目标

价格，按27日收盘价计算，富满电子

预期涨幅为132.53%， 排名居首，由

东吴证券出具；其次是同兴达，预期

涨幅128.32%， 由天风证券出具；第

三是晨化股份， 预期涨幅126.64%，

由中信建投出具。

此外， 距券商给出的目标价预

期涨幅超70%的个股还有中文在

线、爱施德、捷顺科技、东方时尚、三

利谱、值得买、天山铝业、中国中铁、

华泰证券、青松股份、紫天科技、中

国中免、亚士创能。

从行业分布（申万一级）看，上

述305只个股总计涵盖28个行业，其

中39只个股属于电子行业， 数量最

多；38只个股属于化工行业，排名其

次；25只个股属于医药生物，排名第

三；23只个股属于计算机行业，排名

第四； 属于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行

业的个股均有18只，并列第五。

此外， 覆盖个股数量超10只

（包括10只） 的行业板块还有食品

饮料（14只）、汽车（14只）、传媒

（13只）、轻工制造（12只）、银行

（10只）、国防军工（10只）。

从个股来看， 安井食品被17家

券商给予买入评级，数量最多；其次

是欧派家居， 被16家券商给予买入

评级； 并列第三的是中兴通讯和东

方财富， 均被15家券商给予买入评

级。 另外，药明康德和奇安信-U，均

被12家券商给予买入评级。上述6股

分属食品饮料、轻工制造、通信、非

银金融、医药生物、计算机行业。

关注业绩预告

从近一周以来涨幅看，上述305

只个股中， 南网能源累计上涨

61.26%， 涨幅最大； 其次是通威股

份， 已上涨31.52%； 第三是安井食

品，已上涨29.51%。 上述3股分属公

用事业、电气设备、食品饮料行业。

展望未来，国海证券认为，权益

市场风格将转为盈利驱动。 在2020

年底市场预期出现扭转之后， 整个

市场风格从流动性推动估值抬升的

上涨行情， 逐渐进入盈利驱动的行

情。 2021年在相对更为均衡的市场

中，盈利影响会显得更加突出。

该机构表示， 当前市场风格偏

向于成长， 同时建议关注高景气板

块中业绩增速表现突出的行业。 从

已公布的业绩预告情况来看， 大市

值的有色、化工、汽车、计算机行业，

中小市值的商贸、机械、军工、电子

等行业表现突出。 随着经济基本面

转好， 业绩驱动的优质板块将有更

好的市场表现。

粤开证券认为， 近期处于业绩

预披露期，板块轮动加剧。 随着高位

抱团股筹码开始松动， 部分业绩优

秀的小市值品种重新受到资金追

捧，需重点关注行业持续景气，同时

业绩获得持续验证的板块。 具体包

括：顺周期板块，关注受益于经济回

升、补库存和资本开支增加的板块，

如化工、建材等；消费板块中，关注

出口与内需利好的可选消费板块，

如汽车、家电等；科技成长板块，关

注产业趋势明确且当前仍具备性价

比的板块，如半导体设备、信创、新

能源汽车等。

“阳光红卫生安全主题精选”四季报前十大重仓股

近五个交易日涨幅较大的申万一级行业

中国人寿2020年营收近1万亿元

●本报记者 程竹

“2020年中国人寿集团合并营业

收入近1万亿元，合并保费收入超7500

亿元，合并总资产突破5万亿元，合并

管理第三方资产1.8万亿元， 持续保持

历史高位。 ” 1月27日，在2021年中国

人寿工作会议上，中国人寿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滨表示，2021年中国人寿

要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新发展格局，强党建，稳经营，促发

展，抓改革，推创新，守底线，凝心聚力

共创重振国寿新局面。

管理资产规模突破4万亿元

2020年中国人寿转型发展见成

效。 价值创造持续强化，寿险公司保费

突破6100亿元， 市场领先优势稳中有

增。 财险公司保费收入超860亿元，非

车险占比提升到29%。 海外公司一年

新业务价值率超20%。 资产公司管理

资产规模突破4万亿元，行业领先地位

进一步巩固。 养老险公司管理资产规

模超1.3万亿元。 广发银行资产规模突

破3万亿元，存贷款增速均居股份制同

业前列。

同时， 中国人寿服务大局显担当。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2020年捐赠

保险保障总额超1.2万亿元， 认购抗疫

主题债105亿元， 为抗疫企业授信超

1000亿元。 投资超长期政府债券2822

亿元，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85亿

元。 深度融入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区域

累计投资规模超1.16万亿元。 持续提升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直接投资存量规模

突破2.8万亿元。 积极支持污染防治，绿

色信贷余额300亿元， 推出央企首笔绿

色供应链融资，新增绿色投资306亿元。

投资板块坚持“双提升”

王滨指出，2021年中国人寿将持

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十四五” 开

局迈好第一步。王滨强调，将稳中求进，

推动转型发展，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

的稳步提升。 保险板块要坚持回归本

源、回归保障，大力发展高价值业务，持

续优化业务结构。 投资板块要坚持“双

提升” 不动摇，大力发展第三方业务。

银行板块要强化资本管理，提升净息差

水平，积极拓展中收业务，持续优化客

户结构、资产结构、业务结构。

同时，寿险公司和资产公司作为重

振国寿的“双轮”“双肩” ，要打造推动

公司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广发银行作为

重振国寿的中坚力量，要在“站起来、

走起来” 的良好基础上“跑起来” 。 财

险公司作为重振国寿的大梁立柱，要在

新兴非车险业务上下大功夫。养老险公

司作为重振国寿的重要支柱，要持续巩

固行业主力军、领头羊地位。此外，要牢

固确立三支柱养老保险业务先发优势，

要在健康保险发展上实现新突破。

“菜篮子”涨价对CPI影响几何

●本报记者 马爽 张利静

近期“菜篮子”相关商品涨价成为

街头巷尾讨论的热点。 分析人士认为，

春节因素带来的备货需求及短期减产、

物流等供应端因素是影响蔬菜、 鸡蛋、

肉类涨价的主要原因，但考虑到往年同

期情况及市场调节因素，总体上对

CPI

影响不大。

涨价潮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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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徐阿姨近期

在太平桥市场买菜时看到悬挂的价格

牌时感叹道，“现在的菜可真贵啊，以前

论斤买，现在只能论个买了。 ”

“最近老家的菜都涨价了， 前一段

时间天气降温，菜都运不出去，现在又

赶上防疫要求，进的菜不多。”北京丰台

太平桥市场上一位来自山东的菜摊摊

主解释。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菜

价更直接地反映了菜价的变化。据其网

站公布的数据，大葱、青椒价格比去年

明显上涨，产自苏鲁地区的葱目前批发

均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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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青菜，鸡蛋及生鲜肉食价格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近期各地鸡蛋

市场价纷纷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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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

监测，截至上周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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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产销地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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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同比上涨

28.2%

；重

点监测的畜禽产品猪肉、羊肉、牛肉、鸡

蛋价格同比分别增长

2.0%

、

10.9%

、

9.9%

、

15.5%

。

上海钢联“我的农产品网”果蔬分

析师赵文斌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春

节前生鲜农产品价格上涨已成常态，尤

其是今年，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冬季蛋

禽、猪肉、蔬菜价格高于去年同期，个别

品种涨幅显著。

节日因素影响明显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蔬菜、鸡蛋、猪

肉价格上涨受春节因素影响较明显，市

场供应总体略显紧张，春节前这些产品

价格难以大幅回落，但总体上对

CPI

影

响有限。

蔬菜方面， 卓创资讯果蔬分析师贺

坦认为，近期蔬菜价格上涨的原因有三：

一是受春节及疫情影响， 批发市场及部

分贸易商陆续备货， 部分地区市民抢购

蔬菜，拉动短期需求；二是前期低温冻害

天气影响了蔬菜生产，引发供应紧张；三

是部分销售主体囤货待涨也推涨了价

格。他预计，春节前节日需求仍将主导市

场，蔬菜需求将逐步增加，同时考虑到疫

情可能带来的市民抢菜的情况， 蔬菜价

格仍有继续小幅上涨的可能。

鸡蛋方面，赵文斌分析，受疫情影

响， 鸡蛋主产区河北省的外销受限，供

应减少；同时，养殖成本上涨等原因导

致收购价格上涨；需求端批发商积极备

货。 在此供需格局下，蛋价出现上涨。

猪肉方面，南华期货农产品分析师

赵广钰表示，春节临近，终端消费增加

是猪肉价格走强的主要原因。 再者，进

口冷冻猪肉制品及包装新冠病毒检测

频繁出现阳性，居民消费倾向于购买鲜

品猪肉，对鲜品猪肉价格有一定利多作

用。 但他认为，短期猪肉价格在春节前

大概率见顶。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生

猪养殖企业担心未来物流受阻，提早加

速完成出栏任务，而终端消费受到防控

影响又会出现一定缩量，短期生猪供需

边际趋向宽松，对猪价产生利空影响。”

赵广钰分析，从对

CPI

影响角度看，当前

猪肉价格对

CPI

增速的拉动作用已经大

幅衰减。

2020

年

2

月，猪肉价格对

CPI

增

速的拉动作用达到

3.19

个百分点；到了

2020

年

12

月， 猪肉价格对

CPI

增速的拉

动作用为负。 预计近

1-2

个月猪肉价格

对

CPI

增速的拉动作用仍将有所反复，

但中长期拉动作用大概率趋势性向下。

代码 股票名称 规模（万元） 占产品总资产比例（％）

300750

宁德时代

500.12 9.68

600276

恒瑞医药

421.54 8.16

002850

科达利

309.23 5.99

02202

万科企业

288.18 5.58

300450

先导智能

280.53 5.43

300037

新宙邦

260.60 5.05

601689

拓普集团

246.34 4.77

000661

长春高新

244.61 4.74

002050

三花智控

226.13 4.38

002415

海康威视

204.23 3.95

日前， 部分银行理财

产品2020年四季度投资报

告陆续出炉。 对比三季度

投资报告来看， 部分产品

的权益资产配置比例明显

提高， 且通过投资混合型

基金、“打新” 等方式积极

参与权益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 银行

理财资金加配权益资产已

成大势。据测算，2020年银

行理财为A股市场带来的

增量资金达千亿元。 不过，

加配权益资产也不能操之

过急， 还需完善银行及理

财子公司投研体系。

●本报实习记者 王方圆

权益配比明显提高

日前，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5

款权益型产品中，光大理财的“阳光

红卫生安全主题精选”“阳光红300

红利增强” 2020年四季度投资报告

已披露。 此前，“阳光红卫生安全主

题精选” 也披露了2020年三季度投

资报告。

“阳光红卫生安全主题精选”

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一款直投股票

产品， 风险等级为PR4 （中高风

险）。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

月25日，产品单位净值为1.1150，成

立以来收益率达11.5%。

公告显示， 截至2020年四季度

末，该产品前十大重仓股依次为宁德

时代、恒瑞医药、科达利、万科企业、先

导智能、新宙邦、拓普集团、长春高新、

三花智控、海康威视。 其中，宁德时

代、 恒瑞医药的持仓占比均超过5%，

分别为9.68%、8.16%。 从行业来看，医

药卫生、新能源为主要投资方向。

而三季度投资报告显示， 该产

品前十大重仓股为华兰生物、 智飞

生物、天坛生物、复星医药、上海医

药、沃森生物、达安基因、昊海生科、

新华保险、 鱼跃医疗， 几乎“清一

色” 属于医药生物板块。 也就是说，

四季度该产品的权益投资策略进行

了灵活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 该产品的权益

资产配置金额和比例均有明显提

高。 公告显示， 截至2020年三季度

末， 该产品的权益投资金额为

4056.88万元，占比85.32%。 到了四

季度末，两项数据分别为4769.32万

元和92.33%。

“花式”增配权益资产

除直接投资股票外， 银行理财

资金还通过投资混合型基金、“打

新”等方式参与了权益市场投资。

例如，光大理财的“阳光橙优选

配置” 2020年四季度投资报告显

示， 该产品投资于公募产品的金额

为2.66亿元，占比达86.62%，囊括华

安基金、光大保德信基金、国泰基金

等多家基金公司的混合型产品。

该产品投资涵盖了食品饮料、

餐饮旅游、金融、新能源等板块，包

括贵州茅台、伊利股份、中国中免、

中国平安、宁德时代等个股。值得一

提的是，该产品还通过“易方达蓝筹

精选混合” ，间接投资了美团、腾讯

控股、香港交易所等港股。

此外，“打新” 也是参与权益市

场投资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理财

网显示，目前含“打新” 字样的银行

理财子公司产品有28款， 其中有15

款产品明确提出“科创打新” 。

某大型理财子公司人士表示，银

行理财产品的配置情况较复杂，挑选

股票的精力有限，投资基金可有效节

省精力，也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之所

以对科创板进行“打新” ，是因为很

多科创板公司代表了新兴发展方向，

具备投资价值。 且从历史情况来看，

科创板“打新”收益较高。

千亿级增量

国盛证券预计，2021年银行理

财将成A股重要增量。 银行非保本

理财规模稳步扩张， 而银行理财权

益类占比提升将是最大亮点。 2021

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最后一年，也

将会是理财净值化改造大年， 市场

化运营模式倒逼银行理财加大权益

类资产配置。

据国盛证券测算，仅2020年，银

行理财为A股带来的增量资金规模

在1000亿元左右。 而国金证券测算

这一增量资金约1450亿元。 若从长

远角度来看，根据华泰证券估算，银

行理财子公司的设立和运营， 有望

为A股市场带来万亿增量资金。

上述理财子公司人士表示，银

行理财资金加配权益资产已成大

势。 当前其所在公司的权益类基金

的投资比例已有所提高， 且未来比

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加配权益资产也不能操之过

急。一方面，银行及理财子公司的权

益投研体系还不完善；另一方面，银

行客户相对保守， 对权益类资产的

配置意愿较低。 ” 上述人士指出。

权益投资乘风起 银行理财为A股注“活水”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1月27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1月27日）

视觉中国图片 数据来源/光大理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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