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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流基金经理持股图谱逐渐清晰

本报记者 万宇

随着基金三季报和上市公司三季报陆续披露，顶流基金经理的调仓换股路线图日渐清晰。 银行和新能源板块在三季度受到不少基金经理的青睐。 比如，易方达基金张坤、中庚基金丘栋荣等基金经理加仓银行股，广发基金刘格菘、睿远基金傅鹏博等看好新能源板块相关标的。

展望后市，东方阿尔法基金总经理、投资总监刘明预计，A股市场年底前后将呈现震荡上行格局，看好以军工为代表的硬科技领域投资机会。 丘栋荣则将积极布局市场估值结构性分化带来的投资机会，对高估值、高风险资产保持谨慎。 此外，还有多位基金经理仍然看好新能源领域的景气度，将布局相关标的。

调仓路线图显现

10月13日开始，中银基金拉开了基金三季报的序幕，随后，中庚基金、恒越基金等基金公司相继发布了旗下基金的2021年三季报。

中庚基金丘栋荣是近两年颇受关注的基金经理之一，其低估值策略让他管理的基金在今年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三季报显示，丘栋荣管理的中庚小盘价值、中庚价值灵动灵活配置混合、中庚价值品质一年持有期混合、中庚价值领航混合4只基金三季度单季净值涨幅均超20%。 他在三季度重点持有煤炭、房地产、银行及非银金融等板块的公司，新进重仓股包括兰花科创 、陕西煤业、木林森、苏农银行等。 其代表作中庚小盘价值截至三季度末的前十大重仓股分别是兰花科创 、陕西煤业 、木林森 、威海广泰、苏农银行、中孚信息、天原股份 、锦泓集团 、柳药股份、紫天科技。

丘栋荣在中庚小盘价值三季报中表示，该基金风格配置上从原来的小盘成长股转为小盘价值股，重点关注四大投资机会 ：一是煤炭、能源、资源类公司。 从市场定价和估值来看，这类公司估值极低、现金流好、资本开支少、分红收益率较高、现价对应的预期回报率高。 因此，在碳中和背景下，看好能源、资源类存量优质资产的投资价值。 二是广义制造业中具备独特竞争优势的细分龙头公司。 这类公司性价比非常高，满足三个条件，即需求增长 、供给收缩 、细分行业龙头 ，比如化工、轻工、有色金属加工、机械加工等，可以挖掘出真正的低估值小盘价值股。 三是公用事业 、环保等传统低估值行业中

的小盘价值股。 这类公司估值极低、风险释放时间较长，性价比非常高。 四是减持前期涨幅较多、估值较高的小盘成长股，如军工、电子 、新材料等；保持了低估值小盘成长股的配置，如计算机、电子制造等。

近两年在权益投资上颇有斩获的恒越基金也发布了旗下基金的三季报，百亿基金经理高楠三季度的投资策略依然是以自下而上寻找优质成长股为主导，布局中期成长性仍然确定的个股。 他管理的恒越核心精选截至三季度末的前十大重仓股分别为酒鬼酒、美迪西、天合光能、山西汾酒 、天赐材料 、宁德时代、抚顺特钢、中科电气、斯莱克、天华超净。

另外，已经有不少上市公司发布了 2021年三季报，其中一些知名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进入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图谱逐渐明朗。

千亿顶流基金经理刘彦春在三季度加仓迈瑞医疗、海大集团等公司。 迈瑞医疗三季报显示，截至三季度末 ，刘彦春管理的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较二季度末增持迈瑞医疗149 .99万股，持股1249 .98万股，持有市值约48 .18亿元，位列第 5大流通股东；景顺长城鼎益混合较二季度末增持68 .85万股，目前持股 499 .99万股，持有市值约19 .27亿元，位列第8大流通股东。 截至三季度末 ，刘彦春所管理的基金持有迈瑞医疗市值接近 70亿元。 海大集团三季报显示，截至三季度末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和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分别持有海大集团4299 .99万股和1599 .99万股，位列海大集团第3大和第5大流通股东，合计持股市值近

40亿元。

葛兰管理的中欧医疗健康在三季度加仓了泰格医药、通策医疗、片仔癀、拱东医疗、迈瑞医疗等公司。 截至三季度末，葛兰分别加仓泰格医药、通策医疗、片仔癀、拱东医疗、迈瑞医疗1369.42万股、441.17万股、145.45万股、30.43万股和7.57万股，期末持有市值分别达到51.81亿元、43.11亿元、15.99亿元、1.22亿元、23.85亿元。

积极调整行业布局

透过基金三季报和上市公司三季报，可以看到多位知名基金经理在三季度调整了行业布局，银行、新能源等行业是他们在三季度的投资中重点关注的方向。

青睐银行股的基金经理除了丘栋荣还有张坤，他在半年报中就表示，对持仓结构进行了调整。 三季度，张坤增持了多只银行股。 10月20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1年三季报，张坤管理的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三季度增持平安银行1 .08亿股，易方达优质精选混合新进入前十大流通股东之列。 截至三季度末，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持有平安银行超2 .00亿股，期末持仓市值达到35 .86亿元 ，位列平安银行第6大流通股东；易方达优质精选混合持有平安银行超过 6300 .01万股，期末持仓市值达到 11 .30亿元，位列平安银行第7大流通股东，两只基金合计持有平安银行市值接近50亿元。

此前，易方达基金发布的旗下基金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显示，9月29日和 30日两个交易日，易方达优质精选混合分别买入招商银行 1630 .01万股和 50万股，买入金额分别为8 .32亿元和2520 .52万元。

新能源板块相关公司也得到了多位知名基金经理的大举加仓。 光伏玻璃原片制造商福莱特三季报显示，广发基金刘格菘管理的广发创新升级在三季度新进成为福莱特的第6大流通股东，截至三季度末持有福莱特1603 .19万股，持有市值达到7 .4亿元。

主要从事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光伏独立供电系统 、太阳能电池片、组件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东方日升，获得了新锐基金经理前海开源基金崔宸龙的青睐。 截至10月22日，崔宸龙管理的前海开源公用事业和前海开源新经济 A今年以来的收益率分别达92 .52%和90 .91%，暂列今年主动权益类基金收益排名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三季报显示，前海开源公用事业在三季度增持东方日升1296 .69万股，截至三季度末，前海开源公用事业持有东方日升2270 .16万股，位列东方日升第3大流通股东；前海开源新经济三季度新进成为东方日升前十大流通股东，截至三季度末持有东方日升 2061 .89万股，位列东方日升第

4大流通股东。 截至三季度末，上述两只基金合计持有东方日升4332 .05万股，占东方日升流通A股比例达4 .81%。

此外，三季度光伏半导体领域的石英股份背后出现了睿远基金傅鹏博的身影。 公司三季报显示，傅鹏博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新进成为公司第6大流通股东，截至三季度末持有石英股份369 .17万股，持有市值接近1 .44亿元。

估值结构性分化带来投资机会

对于后市投资，基金经理在三季报中阐述了其观点。 刘明在三季报中提到 ，展望未来，政策面可能发生较积极变化，地产政策边际柔化、疫情解封预期等因素将抬升风险偏好，预计整体A股市场年底前后将呈现震荡上行行情。 未来依旧看好以军工为代表的硬科技领域的投资机会。

丘栋荣表示，坚持低估值价值投资策略，积极布局市场估值结构性分化带来的投资机会，对高估值、高风险资产保持谨慎。 通过精选基本面低风险、盈利增长持续性强、估值便宜的小盘价值股，构建高性价比的投资组合。 同时加强风险管理，竭力使投资组合始终保持较高性价比，力争获得可持续的超额收益。

对于新能源板块，高楠认为，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景气赛道 ，在经过市场演绎之后，估值水平整体上不低，但中期的产业趋势并未发生改变，其中成长确定性强且长期市值空间并未透支的个股仍然具备配置价值。 此外，多数宏观变量尚未明晰的背景下，他会阶段性进行一定均衡化的配置考量 。

国投瑞银新能源基金经理施成表示，依然看好电动汽车的销量快速增长 。 “部分投资者担心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于销量的影响，但目前来看，电池和整车的制造降本还在快速进行，行业龙头一体化和议价能力显著 ，因此我们认为原材料价格上行影响仍然有限 。 一段时间内，供给瓶颈的解决是放量最核心的因素。 芯片停产等影响使得放量的时间点有所推后，但我们认为很快就会到来。 未来一段时间，主要配置产业链上量价齐升的标的。 ” 他表示，看好新能源运营商、光伏上游量价齐升的环节，以及风电制造业。 此外，在光伏、风电以及电动车快速推广的背景下，储能和电力系统配套的需求也

快速提升 ，这也是其重点布局的一个方向 。

招商基金在四季度投资策略中指出，考虑到企业盈利仍处于高景气度区间范围内，市场估值相对合理，国内流动性仍处于合理充裕范围内，四季度A股将呈现出宽幅震荡向上走势 ，市场整体大幅走强的可能性不大。 招商基金分析认为，在均衡行情背景下，有两类投资机会比较值得关注：一类是业绩高增、估值处于合理区间的个股，主要集中于政策鼓励和支持的高新制造业等行业中。 如碳中和背景下的相关行业和个股。 在考虑细分行业估值前提下，建议关注能源自主可控、提升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细分方向机会。 另一类是业绩具备稳定增速，有望长期发展，但由于风格切换或者事件影响短期

大幅回调的个股。 比如，随着收入的不断提升，必需消费品未来长期发展空间仍存 ，股价回调明显的食品股，以及估值合理的受益于消费恢复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个股，均可重点关注。

三季报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较高的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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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开始， 中银基金拉开了基金三季

报的序幕，随后，中庚基金、恒越基金等基金公

司相继发布了旗下基金的2021年三季报。

中庚基金丘栋荣是近两年颇受关注的基金

经理之一， 其低估值策略让他管理的基金在今

年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三季报显示，丘栋荣管理

的中庚小盘价值、中庚价值灵动灵活配置混合、

中庚价值品质一年持有期混合、 中庚价值领航

混合4只基金三季度单季净值涨幅均超20%。他

在三季度重点持有煤炭、房地产、银行及非银金

融等板块的公司，新进重仓股包括兰花科创、陕

西煤业、木林森、苏农银行等。 其代表作中庚小

盘价值截至三季度末的前十大重仓股分别是兰

花科创、陕西煤业、木林森、威海广泰、苏农银

行、中孚信息、天原股份、锦泓集团、柳药股份、

紫天科技。

丘栋荣在中庚小盘价值三季报中表示，该

基金风格配置上从原来的小盘成长股转为小盘

价值股，重点关注四大投资机会：一是煤炭、能

源、资源类公司。 从市场定价和估值来看，这类

公司估值极低、现金流好、资本开支少、分红收

益率较高、现价对应的预期回报率高。 因此，在

碳中和背景下，看好能源、资源类存量优质资产

的投资价值。 二是广义制造业中具备独特竞争

优势的细分龙头公司。这类公司性价比非常高，

满足三个条件，即需求增长、供给收缩、细分行

业龙头，比如化工、轻工、有色金属加工、机械加

工等，可以挖掘出真正的低估值小盘价值股。三

是公用事业、 环保等传统低估值行业中的小盘

价值股。 这类公司估值极低、 风险释放时间较

长，性价比非常高。 四是减持前期涨幅较多、估

值较高的小盘成长股，如军工、电子、新材料等；

保持了低估值小盘成长股的配置，如计算机、电

子制造等。

近两年在权益投资上颇有斩获的恒越基金

也发布了旗下基金的三季报， 百亿基金经理高

楠三季度的投资策略依然是以自下而上寻找优

质成长股为主导， 布局中期成长性仍然确定的

个股。 他管理的恒越核心精选截至三季度末的

前十大重仓股分别为酒鬼酒、 美迪西、 天合光

能、山西汾酒、天赐材料、宁德时代、抚顺特钢、

中科电气、斯莱克、天华超净。

另外， 已经有不少上市公司发布了2021年

三季报， 其中一些知名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进

入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图谱逐渐明朗。

千亿顶流基金经理刘彦春在三季度加仓迈

瑞医疗、 海大集团等公司。 迈瑞医疗三季报显

示，截至三季度末，刘彦春管理的景顺长城新兴

成长混合较二季度末增持迈瑞医疗149.99万

股，持股1249.98万股，持有市值约48.18亿元，

位列第5大流通股东；景顺长城鼎益混合较二季

度末增持68.85万股， 目前持股499.99万股，持

有市值约19.27亿元，位列第8大流通股东。 截至

三季度末， 刘彦春所管理的基金持有迈瑞医疗

市值接近70亿元。海大集团三季报显示，截至三

季度末，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和景顺长城鼎益混

合分别持有海大集团4299.99万股和1599.99万

股，位列海大集团第3大和第5大流通股东，合计

持股市值近40亿元。

葛兰管理的中欧医疗健康在三季度加仓了

泰格医药、通策医疗、片仔癀、拱东医疗、迈瑞医

疗等公司。 截至三季度末，葛兰分别加仓泰格医

药、 通策医疗、 片仔癀、 拱东医疗、 迈瑞医疗

1369.42万股、441.17万股、145.45万股、30.43万

股和7.57万股， 期末持有市值分别达到51.81亿

元、43.11亿元、15.99亿元、1.22亿元、23.85亿元。

积极调整行业布局

透过基金三季报和上市公司三季报， 可以

看到多位知名基金经理在三季度调整了行业布

局，银行、新能源等行业是他们在三季度的投资

中重点关注的方向。

青睐银行股的基金经理除了丘栋荣还有张

坤，他在半年报中就表示，对持仓结构进行了调

整。 三季度，张坤增持了多只银行股。 10月20日

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1年三季报，张坤管理的

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三季度增持平安银行1.08

亿股， 易方达优质精选混合新进入前十大流通

股东之列。截至三季度末，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

持有平安银行超2.00亿股， 期末持仓市值达到

35.86亿元，位列平安银行第6大流通股东；易方

达优质精选混合持有平安银行超过6300.01万

股，期末持仓市值达到11.30亿元，位列平安银

行第7大流通股东，两只基金合计持有平安银行

市值接近50亿元。

此前， 易方达基金发布的旗下基金重大关

联交易事项的公告显示，9月29日和30日两个交

易日， 易方达优质精选混合分别买入招商银行

1630.01万股和50万股，买入金额分别为8.32亿

元和2520.52万元。

新能源板块相关公司也得到了多位知名基

金经理的大举加仓。 光伏玻璃原片制造商福莱

特三季报显示， 广发基金刘格菘管理的广发创

新升级在三季度新进成为福莱特的第6大流通

股东， 截至三季度末持有福莱特1603.19万股，

持有市值达到7.4亿元。

主要从事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光伏独立供

电系统、太阳能电池片、组件等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的东方日升， 获得了新锐基金经理前海开

源基金崔宸龙的青睐。截至10月22日，崔宸龙管

理的前海开源公用事业和前海开源新经济A今

年以来的收益率分别达92.52%和90.91%，暂列

今年主动权益类基金收益排名的第二位和第三

位。三季报显示，前海开源公用事业在三季度增

持东方日升1296.69万股，截至三季度末，前海

开源公用事业持有东方日升2270.16万股，位列

东方日升第3大流通股东；前海开源新经济三季

度新进成为东方日升前十大流通股东， 截至三

季度末持有东方日升2061.89万股，位列东方日

升第4大流通股东。 截至三季度末，上述两只基

金合计持有东方日升4332.05万股，占东方日升

流通A股比例达4.81%。

此外， 三季度光伏半导体领域的石英股份

背后出现了睿远基金傅鹏博的身影。 公司三季

报显示， 傅鹏博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新进成为

公司第6大流通股东，截至三季度末持有石英股

份369.17万股，持有市值接近1.44亿元。

估值结构性分化带来投资机会

对于后市投资， 基金经理在三季报中阐述

了其观点。 刘明在三季报中提到，展望未来，政

策面可能发生较积极变化，地产政策边际柔化、

疫情解封预期等因素将抬升风险偏好， 预计整

体A股市场年底前后将呈现震荡上行行情。 未

来依旧看好以军工为代表的硬科技领域的投资

机会。

丘栋荣表示，坚持低估值价值投资策略，积

极布局市场估值结构性分化带来的投资机会，

对高估值、高风险资产保持谨慎。通过精选基本

面低风险、盈利增长持续性强、估值便宜的小盘

价值股，构建高性价比的投资组合。同时加强风

险管理，竭力使投资组合始终保持较高性价比，

力争获得可持续的超额收益。

对于新能源板块，高楠认为，以新能源为代

表的景气赛道，在经过市场演绎之后，估值水平

整体上不低，但中期的产业趋势并未发生改变，

其中成长确定性强且长期市值空间并未透支的

个股仍然具备配置价值。此外，多数宏观变量尚

未明晰的背景下， 他会阶段性进行一定均衡化

的配置考量。

国投瑞银新能源基金经理施成表示， 依然

看好电动汽车的销量快速增长。 “部分投资者

担心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于销量的影响， 但目前

来看，电池和整车的制造降本还在快速进行，行

业龙头一体化和议价能力显著， 因此我们认为

原材料价格上行影响仍然有限。 一段时间内，供

给瓶颈的解决是放量最核心的因素。 芯片停产

等影响使得放量的时间点有所推后， 但我们认

为很快就会到来。未来一段时间，主要配置产业

链上量价齐升的标的。 ” 他表示，看好新能源运

营商、光伏上游量价齐升的环节，以及风电制造

业。 此外，在光伏、风电以及电动车快速推广的

背景下， 储能和电力系统配套的需求也快速提

升，这也是其重点布局的一个方向。

招商基金在四季度投资策略中指出， 考虑

到企业盈利仍处于高景气度区间范围内， 市场

估值相对合理， 国内流动性仍处于合理充裕范

围内，四季度A股将呈现出宽幅震荡向上走势，

市场整体大幅走强的可能性不大。 招商基金分

析认为，在均衡行情背景下，有两类投资机会比

较值得关注：一类是业绩高增、估值处于合理区

间的个股， 主要集中于政策鼓励和支持的高新

制造业等行业中。 如碳中和背景下的相关行业

和个股。在考虑细分行业估值前提下，建议关注

能源自主可控、 提升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细分方

向机会。另一类是业绩具备稳定增速，有望长期

发展， 但由于风格切换或者事件影响短期大幅

回调的个股。 比如，随着收入的不断提升，必需

消费品未来长期发展空间仍存， 股价回调明显

的食品股， 以及估值合理的受益于消费恢复的

服务业和制造业个股，均可重点关注。

三季报露玄机

顶流基金经理持股图谱逐渐清晰

□本报记者 万宇

随着基金三季报和上市公

司三季报陆续披露，顶流基金经

理的调仓换股路线图日渐清晰。

银行和新能源板块在三季度受

到不少基金经理的青睐。 比如，

易方达基金张坤、中庚基金丘栋

荣等基金经理加仓银行股，广发

基金刘格菘、睿远基金傅鹏博等

看好新能源板块相关标的。

展望后市，东方阿尔法基金

总经理、投资总监刘明预计，A股

市场年底前后将呈现震荡上行

格局，看好以军工为代表的硬科

技领域投资机会。 丘栋荣则将积

极布局市场估值结构性分化带

来的投资机会，对高估值、高风

险资产保持谨慎。 此外，还有多

位基金经理仍然看好新能源领

域的景气度，将布局相关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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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M)

亚钾国际 15712.47 121.33 140.56 25.28

金瑞矿业 13739.52 102.77 31.61 127.08

国科微 11918.10 209.52 243.47 97.09

雷曼光电 7137.19 62.34 39.77 —

柘中股份 5548.01 123.90 90.35 23.89

多氟多 5316.00 203.15 465.17 60.23

江苏索普 3940.24 160.74 190.24 8.17

天原股份 3090.52 127.07 104.79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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