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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小雨

今年下半年以来的16个交易日
里，A股市场交投情绪明显升温，有
15个交易日两市成交总额均超1万亿
元。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外资加码流
入，是助推A股市场活跃的一个不可
忽视的因素。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北向资金
累计净流入2236.61亿元，刷新近5年
同 期 记 录 ，已 超 过 2020 年 全 年 的
2089.32亿元。具体来看，今年1月份
至6月份，北向资金每个月净流入均
超百亿元，7月份以来截至昨日已达
178.68亿元。

与此同时，外资持股比例逼近
28%警戒线现象频出。深交所官网
显示，截至7月21日，启明星辰达到外
资禁买线，外资持股数量达2.73亿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9.29%。

此外，广联达、华测检测、国瓷材
料、东方雨虹等4只个股外资持股数
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分别达27.81%、
27.37%、26.61%、26.54%。

种种迹象表明，外资看好A股的
趋势仍在持续。

那么，A股吸引力究竟在哪里？
在笔者看来，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人民币资产更具配置价值。
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货币政策

周期，中国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
性”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支撑。一
方面，充足的美元流动性推动全球
范围内信用扩张；另一方面，中国经
济领先全球复苏，对国际资本形成
双重吸引力。

今 年 上 半 年 我 国 GDP 达 到
532167亿元，同比增长12.7%，两年平
均增长5.3%，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
好的态势。同时，国际组织近期相继
提高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世界银行将
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从8.1%提高
到8.5%，IMF也预计今年中国GDP增
速为8.4%。外资机构不断释放看好
中国股市的信号。

其次，A股上市公司业绩逐步回
暖，投资者回报不断提升。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A
股上市公司整体净利润下降，但随着
市场需求稳步复苏，2021年一季度整
体净利润同比增长7.36%，中期业绩
预喜公告更是纷至沓来。

统计显示，截至昨日，1751家A
股公司发布2021年上半年业绩预
告，其中1233家公司业绩预喜，占比
逾七成。由此可见，业绩超预期公
司数量不少，A股公司整体业绩有望
稳中有进，高景气板块业绩增长更
值得期待。

另外，A股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
呈逐年上升趋势。2020年度A股总分
红预案首次突破1.5万亿元，创历史新
高，相比2019年度的1.36万亿元增长
近12%，已连续4年分红总额突破万亿

元大关。随着业绩的稳步增长，2021
年度的分红总额有望再上台阶。

第三，A股估值安全边际较高。
统计显示，截至7月22日收盘，A

股最新动态市盈率为20.37倍，上证
50、沪深300指数最新动态市盈率分别
为11.56倍和13.91倍，均低于同期道
琼斯工业指数25.56倍、标普500指数
40.84倍等境外主要指数估值水平。

综上观之，目前中国经济的韧性
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使得人民币资
产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比重持续提
升，且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化，以A股为代表的人民币资产吸引
力势必得到提升。

外资持续加码A股有三个理由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2日发布，顺
应新时代新要求，为推动中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勾勒蓝图。

意见包括 8 个部分共 25 条内
容。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明确了
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第二部分
至第六部分聚焦创新发展、协调发
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

展，提出一系列具体务实的举措。
第七部分和第八部分分别围绕“完
善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
措施”和“认真抓好组织实施”，明
确了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
保障机制。

意见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
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充分发挥中
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
优势和资源要素丰富、市场潜力巨
大、文化底蕴深厚等比较优势，着力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
业体系，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
调性，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
部，着力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着力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着力
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推动中部地区
加快崛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根据意见，到 2025年，中部地区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

突破性进展，投入产出效益大幅提
高，综合实力、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进
一步增强。到 2035年，中部地区现
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产业整体迈
向中高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达到较
高水平，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基本
形成，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更加完
善，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取得更
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

着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 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本报记者 孟 珂

7月 22日，在人社部 2021年第
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卢爱
红表示，截至 6月底，所有省份都已
启动 2021 年度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委托投资工作，委托资金规模 1.25
万亿元，到账金额 1.09万亿元。实
现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监管系统
功能全流程线上办理。

根据人社部发布数据显示，截
至 2020年第四季度，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委托投资合同规模 1.24 万亿
元，到账金额1.05万亿元。因此，今
年上半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
资金规模新增 100亿元，到账金额
新增400亿元。

对此，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所所长陈雳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规模上看，今年
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整体增幅不
大，但总体来看规模呈现稳步上升
的态势。

陈雳表示，据社保基金公开数
据显示，2017年、2018年、2019年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5.23%、2.56%、9.03%，实现了资金
的保值增值。当前国内资本市场建

设愈发健全，国内经济稳步上升，在
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可以适度提
高证券市场的投资比例，以取得更
好的受益。

卢爱红强调，扎实做好社保基
金投资和风险防控工作，继续推动
扩大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规模。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
前，我国第一支柱规模可观，但是第
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尚存短板。作为
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
度仍在逐步完善，目前我国还需降
低年金管理成本，简化小微企业年
金设置程序，激发参保者的积极性，
以有效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第三
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应加速出
台，满足多样化需求，更好地保障老
年人的幸福生活，加快养老金制度
的市场化。

在陈雳看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由于性质的特殊性，其投资的安全性
必须要得到保障，一方面要完善对投
资项目的风险评估机制，对于投资项
目或公司有充分的认知；另一方面采
用多元化、多市场分散投资的方式来
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

“可以预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投资规模未来有望继续扩大，将会有
更多资金流向A股市场。”陈雳表示，
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社保基金
管理，从社保基金的投资风格来看，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传统行业的投
资比例较大。但从今年一季度社保
基金加仓科创板来看，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正逐步重视科创板的投资。

田利辉表示，扩大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投资规模将会给A股市场带
来践行价值投资理念的长期资金，
助力A股机构化，形成慢牛格局。

人社部举办2021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

继续推动扩大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规模
“固收+”产品逼近千只
32只产品年内收益率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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