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募期待A股牛年开门红

● 本报记者 王辉

在春节长假期间海外股市与大宗商品价格普遍走高的背景下，来自私募业的最新策略观点

显示，多数私募机构看好A股市场将在牛年迎来开门红。 私募机构指出，短期内A股市场在结构

层面可能出现更大范围的个股普涨行情，其中与经济复苏主题相关的板块值得重点关注。

A股料强势开局

得益于疫苗接种、货币宽松、上市公司业绩等多方面利好因素推动，海外股市及大宗商品市

场在春节长假期间（2月10日至17日）走强。 分析人士认为，从恒生指数及新加坡A50期指最新

表现来看，2月18日A股市场有望出现较大幅度高开。

对于A股市场在牛年的开局表现，青骊投资总经理、合伙人苏雪晶表示，春节长假期间无论

是海外市场还是大宗商品均表现优异，这与此前的预判较为一致。 随着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格局

清晰，青骊投资对节后的A股市场表现较为乐观。 当前国内市场流动性无忧，前期在市场一度偏

于谨慎时，青骊投资提出的“流动性中期拐点未到”投资逻辑，已被市场验证。

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称，在全球疫情出现改善迹象等利好推动下，春节长假期间大

宗商品市场呈现出全面上攻态势，标普500等全球主要股指频频创出近期新高，海外市场表现对

A股市场节后表现有明显提振作用。 从国内情况观察，整体偏利好的经济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财

务数据， 以及较为充裕的市场流动性和节前股市赚钱效应等因素也有利于A股市场在牛年开局

继续走好。

龙赢富泽资产总经理童第轶分析，从历史经验看，A股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往往以开门红居

多。 提前开市的港股市场走势喜人，其中传媒、零售、石油等板块领涨，这恰恰体现出市场对假期

期间消息面的总体反应。 整体来看，对于18日的A股走势预期乐观，传媒、零售、石油、区块链等

行业可能出现结构性领涨。

个股有望普涨

苏雪晶称，在牛年开局一段时间内，该机构将保持“新均衡、新趋势、新消费” 的投资思路，

继续看好顺周期、新能源汽车、新消费等行业赛道以及港股市场的投资机会。 具体而言，在顺周

期行业方面，重点看好铜、钴、锂、海运、石油等板块；在新趋势方面，将继续关注行业、公司双拐

点新趋势的出现，如新能源车产业链的机会；在新消费方面，将继续拥抱新消费带来的长坡需

求，如盲盒消费、互联网售彩、宠物以及其他颠覆性的消费机会。 此外，苏雪晶还认为，节后投资

者应注意攻防平衡，不宜过度激进。 在“抱团”之外的复苏性行业，同样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袁华明表示，A股市场表现有望更为均衡，在短期或延续节前上攻趋势的同时，市场内部可

能出现板块轮动的特征。 对于一些涨速过快、涨幅过大的板块和个股，可以适度减仓或调仓；而

对于一些有业绩支撑，存在补涨基础的板块个股，则可以寻机布局。 整体而言，在牛年开局一段

时间内，A股市场上攻的板块和个股可能较节前更多。随着更多年报数据披露，一些业绩稳健、今

年以来没有表现的板块和个股存在补涨机会。 而在全球经济加速复苏预期下，具有顺周期属性

的多个行业，均可能成为下一阶段的市场热点。

童第轶指出，牛年A股市场的价值风格很难转变，业绩为王将继续成为主旋律。高景气度、业

绩确定性强、盈利成长性高的白马公司将依然是市场追捧的主流，建议重点关注具有业绩确定

性和成长性的优质公司以及与大宗商品牛市预期有关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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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季度持仓

环比变化

上季度

股价变化

重仓

排名

苹果 -6.05% 13.73% 1

美国银行 不变 25.70% 2

可口可乐 不变 -3.60% 3

美国运通 不变 17.06% 4

卡夫亨氏 不变 15.08% 5

威瑞森 新进 -9.81% 6

穆迪 不变 1.05% 7

合众银行 -0.62% 12.26% 8

达维塔保健 不变 -2.04% 9

雪佛龙 新进 16.33% 10

特许通讯 不变 -3.84% 11

纽约梅隆 不变 11.95% 12

通用汽车 -9.38% 36.32% 13

威瑞信 不变 1.72% 14

艾伯维 20.07% 8.34% 15

默沙东 28.10% -5.27% 16

维萨卡 不变 0.97% 17

施贵宝 11.23% -3.62% 18

Liberty�SiriusXM�Group 不变 7.86% 19

亚马逊 不变 5.38% 20

调研重点曝光

机构牛年布局“抢先看”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春节前机构的调研情况， 往往会

透露基金机构最新布局的 “蛛丝马

迹” 。Wind数据显示，2月以来，共计有

86家A股上市公司接受了机构的调

研。 在行业分布上，建筑、化工、电子等

成为机构调研重点关注的方向。

展望后市， 公募基金等机构普遍

认为，A股市场延续结构性行情的概率

较高。 “一般而言，节后市场受多种因

素影响， 例如外围市场表现等等，A股

走势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 但是指数

层面出现大机会的可能性不大。” 有基

金经理表示。

机构频频调研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17日，2

月以来， 共计有86家A股上市公司接

受了机构调研。 在行业分布上， 建筑

与工程、建筑产品、基础化工、工业机

械、 电子设备和仪器等行业被机构重

点关注。

从被调研总次数来看，天准科技、

汉钟精机、美畅股份、传智教育、山东

路桥等成为被调研的重点公司。 以天

准科技为例，2月2日至4日以及2月9

日， 公司迎来了大批机构投资者的调

研，参与调研的机构包括国泰基金、中

银基金、国海证券、广发基金、博时基

金等。 在调研中，上市公司表示，公司

开发的PCB行业LDI产品，是一种标准

化产品， 应用于PCB加工中的曝光环

节， 替代传统的曝光机。 相比传统产

品，LDI具有高解析度、高产能、高对位

精度等特点， 可应用于双面板、 多层

板、HDI板以及FPC、IC载板等。

此外， 随着上市公司2020年全年

业绩快报的陆续披露， 业绩预喜个股

也成为了机构重点关注对象。 以汉钟

精机为例， 公司近期接受了北京泓澄

投资、上海东方证券资产、国信证券、

茂典资产等多批次机构的联合调研。

在调研中，汉钟精机表示，制冷产品是

公司主导产品，主要为中央空调产品、

冷冻冷藏产品及热泵产品等； 中央空

调产品基本保持稳定， 冷冻产品相对

成长较快； 热泵产品主要用于民用的

煤改电集中供暖项目及工业锅炉改

造； 公司通过不断拓展产品的应用领

域， 去年制冷产品在细分领域有一定

成长；目前公司整体订单情况稳定。 此

前，公司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0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5亿

元至3.82亿元， 同比增长40.00%至

55.00%。

关注上市公司业绩

数据显示，2月以来，天风证券、海

通证券、中信证券、华泰证券、安信证

券等券商的调研频次较高。 重点关注

的个股公司有一汽解放、无锡银行、鲁

阳节能、周大生、华阳集团等。 公募机

构中，嘉实基金、长盛基金、交银施罗

德基金、中银基金、诺安基金等机构频

频调研上市公司， 重点关注的对象有

一汽解放、科华数据、京沪高铁、哈工

智能、创业慧康等。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淡水泉(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等私募机构在节前则重点调研

了一汽解放、创业慧康、富瀚微、京沪

高铁、聚石化学等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在春节期间受到

各界关注的影视娱乐、 百货等行业上

市公司并未成为春节前机构重点调研

的对象， 仅有慈文传媒和天虹股份在

节前接受了机构的调研。其中，慈文传

媒在接受天风证券、海通证券、北京信

托、民生加银基金等机构调研时表示，

公司在2020年参投了院线电影项目，

主要参投项目有已经定档今年大年初

一的《人潮汹涌》，饶晓志导演，刘德

华、肖央主演；今年暑期档将要上映的

喜剧片 《梵高计划》， 由凌潇肃、贾

冰、柳岩主演。未来将继续拓展这方面

业务。

展望后市，基金机构认为，春节

后的A股市场将延续结构性行情的

概率较高。 在具体投资机会上，基金

机构指出，叠加上市公司年报和季报

发布， 需要重点关注上市公司业绩，

下一阶段市场机会将更多体现在业

绩维度上。

在春节长假期间海外股市与大宗商品价格普

遍走高的背景下， 来自私募业的最新策略观点显

示，多数私募机构看好A股市场将在牛年迎来开门

红。 私募机构指出，短期内A股市场在结构层面可

能出现更大范围的个股普涨行情， 其中与经济复

苏主题相关的板块值得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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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料强势开局

得益于疫苗接种、货币宽松、上市公司业绩等多方面利好因

素推动，海外股市及大宗商品市场在春节长假期间（2月10日至

17日）走强。 分析人士认为，从恒生指数及新加坡A50期指最新

表现来看，2月18日A股市场有望出现较大幅度高开。

对于A股市场在牛年的开局表现，青骊投资总经理、合伙人

苏雪晶表示， 春节长假期间无论是海外市场还是大宗商品均表

现优异，这与此前的预判较为一致。随着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格局

清晰，青骊投资对节后的A股市场表现较为乐观。当前国内市场

流动性无忧，前期在市场一度偏于谨慎时，青骊投资提出的“流

动性中期拐点未到”投资逻辑，已被市场验证。

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称， 在全球疫情出现改善迹象

等利好推动下， 春节长假期间大宗商品市场呈现出全面上攻态

势，标普500等全球主要股指频频创出近期新高，海外市场表现

对A股市场节后表现有明显提振作用。从国内情况观察，整体偏

利好的经济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以及较为充裕的市

场流动性和节前股市赚钱效应等因素也有利于A股市场在牛年

开局继续走好。

龙赢富泽资产总经理童第轶分析，从历史经验看，A股春节

后第一个交易日往往以开门红居多。 提前开市的港股市场走势

喜人，其中传媒、零售、石油等板块领涨，这恰恰体现出市场对假

期期间消息面的总体反应。整体来看，对于18日的A股走势预期

乐观，传媒、零售、石油、区块链等行业可能出现结构性领涨。

个股有望普涨

苏雪晶称，在牛年开局一段时间内，该机构将保持“新均

衡、新趋势、新消费” 的投资思路，继续看好顺周期、新能源汽

车、新消费等行业赛道以及港股市场的投资机会。具体而言，在

顺周期行业方面，重点看好铜、钴、锂、海运、石油等板块；在新

趋势方面，将继续关注行业、公司双拐点新趋势的出现，如新能

源车产业链的机会；在新消费方面，将继续拥抱新消费带来的

长坡需求，如盲盒消费、互联网售彩、宠物以及其他颠覆性的消

费机会。 此外，苏雪晶还认为，节后投资者应注意攻防平衡，不

宜过度激进。 在“抱团” 之外的复苏性行业，同样值得投资者重

点关注。

袁华明表示，A股市场表现有望更为均衡，在短期或延续节

前上攻趋势的同时，市场内部可能出现板块轮动的特征。对于一

些涨速过快、涨幅过大的板块和个股，可以适度减仓或调仓；而

对于一些有业绩支撑，存在补涨基础的板块个股，则可以寻机布

局。 整体而言，在牛年开局一段时间内，A股市场上攻的板块和

个股可能较节前更多。 随着更多年报数据披露，一些业绩稳健、

今年以来没有表现的板块和个股存在补涨机会。 而在全球经济

加速复苏预期下，具有顺周期属性的多个行业，均可能成为下一

阶段的市场热点。

童第轶指出，牛年A股市场的价值风格很难转变，业绩为王

将继续成为主旋律。 高景气度、业绩确定性强、盈利成长性高的

白马公司将依然是市场追捧的主流， 建议重点关注具有业绩确

定性和成长性的优质公司以及与大宗商品牛市预期有关的投资

机会。

私募期待A股牛年开门红

●本报记者 王辉

A股ETF分化加剧 结构性机会受青睐

●本报记者 张舒琳

春节前最后三个交易日 （2月8日至10

日），A股大幅走强，A股ETF逾八成跟随上

涨。 不过，部分资金却选择高位离场。 今年以

来，A股ETF“失血” 已达340亿元，尤其是宽

基指数ETF和科技类ETF，显现出资金大幅流

出的迹象。 与此同时，新发行ETF的竞争十分

激烈，基金公司争相通过布局行业ETF来捕捉

结构性机会。

部分资金落袋为安

今年以来，A股ETF普遍上涨， 医药类

ETF、银行类ETF涨幅居前。 截至2月10日，华

宝中证医疗ETF今年已上涨19.89%，易方达沪

深300医药卫生ETF等四只医药类ETF涨超

15%。 此外，银行类ETF也普遍走强，鹏华中证

银行ETF上涨12.99%，华夏中证银行ETF等五

只银行类ETF涨超12%。

受春节前的市场大涨影响，部分资金选择

落袋为安。 今年以来大涨的医药类ETF普遍份

额减少，国泰中证生物医药ETF份额较2020年

年底缩减2.93亿份，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ETF等7只医药ETF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份额缩

减。 此外，天弘中证银行ETF份额较2020年年

底缩减17.18亿份。

整体而言， 今年以来共有201只股票ETF

份额缩减，在A股ETF中占比近七成，尤其是

科技类ETF份额出现大幅缩水。 Wind数据显

示，2020年一度大热的两只芯片ETF———华夏

国证半导体芯片ETF和国泰CES半导体芯片

行业ETF今年以来的份额分别缩减33.95亿

份、23.06亿份，以区间成交均价估算，资金净

流出分别达到44.91亿元、29.66亿元。

宽基指数ETF同样出现“失血” 。 华夏上

证50ETF份额较2020年年底减少30.23亿份，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缩减11.35亿份，国寿安

保沪深300ETF等多只宽基指数ETF份额也出

现大幅缩减。 从今年以来的资金流向看，华夏

上证50ETF资金净流出达到114.59亿元，华泰

柏瑞沪深300ETF等多只宽基指数ETF资金净

流出超30亿元。

行业ETF密集发行

A股ETF分化趋势明显，券商类、军工类

ETF被“越跌越买” 。 Wind数据显示，以区间

成交均价估算，今年以来国泰中证军工ETF获

资金净流入51.23亿元， 广发中证军工ETF等

另外四只军工ETF均获资金大幅净买入。 券商

类ETF中，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国泰

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分别净流入56.98亿

元、47.18亿元。

与此同时， 新发行ETF的竞争十分激烈。

结构性分化的市场行情下，基金公司争相通过

布局行业ETF来捕捉结构性机遇。 春节后，A

股ETF将迎来密集发行的时间窗口， 仅2月19

日就有华夏中证动漫游戏ETF、华泰柏瑞中证

动漫游戏ETF、国泰中证动漫游戏ETF三只跟

踪动漫游戏指数的ETF开始募集。

同一时期，还有4只化工ETF即将发行，

鹏华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ETF2月18日开

始募集；2月19日， 富国中证细分化工产业

主题ETF发行；2月22日， 华宝中证细分化

工产业主题ETF、 国泰中证细分化工产业

ETF发行。

北京某公募基金经理表示：“我觉得行业

ETF就是要盯着它的交易属性去做， 如果指

数比较纯粹，能精确反映跟踪的主题，这样的

产品就会很受市场欢迎。 因为市场的需求很

大， 特征明显的指数才能在特定市场行情下

火起来。 ”

分化料成长期趋势

多位业内人士预测，A股在春节后会迎来

开门红行情。 中原证券分析，春节长假期间海

外市场整体抢眼，投资者对牛年经济复苏预期

强烈，市场牛年开门红值得期待。 预计节后A

股继续稳步攀升的可能性较大，建议投资者在

继续关注部分头部公司的同时，可积极关注周

期、消费、科技等行业投资机会。

相聚资本总经理梁辉认为，“风格化” 市

场并非偶然现象， 市场会阶段性呈现风格化

特征， 如2020年年底机构抱团扎堆龙头股的

现象，此前还有2014年的小市值风格，2015年

主题性成长风格等。 2021年“风格化” 市场将

延续。

有观点认为，市场各板块间的分化程度或

缩小，但行业内公司之间的股价分化将成为长

期趋势。 星石投资总经理杨玲表示，随着资本

市场制度不断完善、注册制和常态化的退市制

度逐步推行，市场化的发行、定价和淘汰制度

将会使得股票分化成为长期趋势。随着中国经

济逐步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大部分行业的发

展格局逐步从增量走向存量，头部公司的竞争

优势相对更明显。

国际知名投资机构

重仓中概股

●本报记者 吴娟娟

机构投资者2020年第四季度在美股市场

的持仓情况已披露完毕。美国证交会（SEC）发

布的最新资料显示，“股神” 巴菲特在2020年

第四季度减持苹果公司股票， 同时清仓摩根大

通股票；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建仓了固态电池

股； 高瓴和桥水基金则不谋而合地选择重仓中

概股。

巴菲特减持苹果

当地时间2月16日，“股神” 巴菲特旗下伯

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向美国证交会提交了2020

年第四季度持仓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

底，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美股市场持仓市值为

2699.28亿美元， 较上一季度末增加339.92亿

美元。

伯克希尔哈撒韦2020年第四季度将苹果

公司的持仓减少6%至8.87亿股左右，期末价值

约为1177亿美元， 占其美股投资组合市值的

43.6%左右。 苹果公司目前仍是巴菲特持仓规

模最大的美股公司。

报告还显示，巴菲特在2020年四季度清空

了摩根大通、PNC金融、辉瑞、巴里克黄金等公

司股票。 其中，巴里克黄金是巴菲特2020年第

二季度买入的个股，辉瑞则是2020年第三季度

买入的个股。

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2020年第四季度新

介入了电信巨头威瑞森和能源巨头雪佛龙，这

两只股票的合计持仓市值达127亿美元。

建仓固态电池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索罗斯基金管理公

司在美股市场的持仓市值为52.95亿美元，较当

年第三季度末的40.84亿美元显著增加。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2020年第四季度建

仓做多固态电池企业QuantumScape，当季大

手笔买入331.5万股，期末市值约为2.8亿美元，

位居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第四大重仓品种。

公开信息显示， 在纽交所挂牌的Quan-

tumScape� Corporation创立于2010年， 总部

位于美国加州， 是开发用于电动汽车的下一代

固态锂金属电池的领导企业。 2月12日，摩根士

丹利评级报告首次覆盖QuantumScape，评级

为增持。 该公司去年11月通过借壳上市，去年

12月涨幅近80%，但今年以来出现大幅回落。

2020年第四季度，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还

新建仓了资管巨头贝莱德旗下的安硕MSCI新

兴市场指数基金。 2020年末， 其持仓市值为

1.298亿美元，为其第七大重仓品种。另外，索罗

斯基金管理公司还对房地产公司霍顿房屋、投

资级公司债指数ETF进行了加仓。

高瓴桥水重仓中概股

根据高瓴资本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美股持

仓情况，2020年第四季度， 其继续加大了对医

药医疗赛道的投资， 同时清空了多只新能源车

股票以及中概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

数据还显示，在部分股票上，全球最大对冲

基金桥水基金的操作与高瓴正好相反。例如，阿

里巴巴被高瓴清空，却被桥水加仓；蔚来汽车被

高瓴清空，也被桥水加仓。

中概股依旧是高瓴最重要的投资布局。 在

高瓴持有的95家美股上市公司中，从持有市值

来看，中概股占比超60%。其中，拼多多、百济神

州、京东、爱奇艺、泰邦生物、哔哩哔哩等一直是

高瓴长期重仓持有的品种。

值得一提的是，在桥水基金的持仓中，中概

股的地位日益凸显。 1月，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

欧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2020年

对中国金融市场而言意义重大， 进一步凸显了

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 促使大量资金流入中国

相关资产。

伯克希尔哈撒韦上季度20大重仓股

数据来源： 综合 SEC� Gurufocus网站、

Whalewisdom�网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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