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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颖

作为A股市场风向标和价值投
资的引领者，社保基金、QFII等机构
投资者的动作备受关注，随着上市公
司半年报的相继披露，其最新持仓情
况也逐渐“浮出水面”。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统
计发现，截至 8月 24日，在已披露中
报业绩的上市公司中，有231家上市
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出现了
社保基金的身影。相较于一季度末，
社保基金二季度具体调仓情况为：新
进持有52家、增持69家被、持仓未变
51家、减持59家。

与此同时，今年二季度，共有
228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
中出现 QFII 的身影。相较于一季
度末，QFII二季度具体调仓情况为：
新进增持 155家，持仓未变 26家，减
仓 47家。

进一步梳理发现，截至二季度
末，共有 60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
股股东中同时出现社保基金和QFII
身影。

“社保基金和 QFII 的投资风格
主要是投资周期较长，风险意识高，
理念成熟，追求长期稳健的复利回
报。基于上述特征，社保基金和QFII
往往倾向于选择成长确定性较高、分
红高或估值上有着足够安全边际的
标的进行长线布局。”私募排排网资
深研究员刘有华表示。

上述60只被两大机构同时拥有
的个股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首 先 ，近 八 成 公 司 中 报 业 绩
增长。

上述 60只个股中，有 47家公司
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占比达 78.33%。其中，中环股份、
联泓新科、宇通客车、皖维高新、先

导智能、华锐精密、金能科技、华正
新材、东方财富、拓邦股份、北新建
材、南钢股份、锦浪科技等 13 家公
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均超
100%。

其次，走势稳健，近五成个股跑
赢同期上证指数。

8 月份以来，上证指数累计涨
幅达 3.45%，上述 60 只个股，29 只
跑赢同期上证指数，占比近五成。
其中，昊志机电、昌红科技、密尔克
卫等 3 只个股，月内累计涨幅均超
20%。

第三，逾九成公司被机构推荐。
上述 60只个股，机构近 30日内

给予“买入”或“增持”及以上评级
的公司达 55 家，占比逾九成。其
中，包括洽洽食品、常熟银行、公牛
集团、东方财富、安井食品等在内
的 26家公司，被推荐次数均在 10次
及以上。

对此，壁虎投资总经理张增继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作为稳健
机构投资者，社保基金和QFII都很
关注风险，同时，把目光投向重研
发、高附加值的可长期投资的上市
公司。通常坚持低估值时买入，长
期持有。

对于后市，广发证券分析认为，
“共同富裕”和“专精特新”政策，将会
强化小盘成长主线。短期来看，政策
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抑制外资的风险
偏好，A股风险溢价上升，加剧微观
结构调整；中期来看，“共同富裕”政
策将强化小盘成长主线。

金百临咨询分析师秦洪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线来
说，沪深两市的主要指数仍有进一步
提升的可能性，创业板指、科创50指
数得益于高端制造产业新热点的持
续活跃，更具弹性。

二季度社保和QFII同时重仓60股
三维度勾画机构投资偏好

本报记者 李 冰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
“工信部”）发布《关于APP违规调用
通信录、位置信息以及开屏弹窗骚
扰用户等问题“回头看”的通报》，共
有 43 款应用软件因存在问题被通
报，其中不乏包括微信、微博钱包、
腾讯视频等知名APP。

“近一两年，工信部等关于移动
APP的问题通报一直在进行。‘回头
看’是常见的检查方式之一，以检验
此前的整改落实情况。”零壹研究院
院长于百程对《证券日报》记者解析
认为，从通报来看，有不少APP存在
问题，甚至是一些知名APP，显示出
有些企业对整改依然存在侥幸心
理，而用技术手段对抗整改性质较
为恶劣。

8月25日前必须完成整改

工信部针对用户反映强烈的
APP违规调用通信录、位置信息以及
开屏弹窗骚扰用户等三方面问题，
组织开展了“回头看”，共发现 43款
APP存在问题整改不彻底、技术手段
对抗、同一问题在不同地域整改不
一致的情况。

记者注意到，此次在工信部通
报中有不少知名 APP，涵盖多个类
型。包括微信、微博钱包、腾讯视
频、携程旅行、搜狐视频、爱奇艺、唯
品会、人人车二手车等。

按照工信部要求，通报的 APP
应在 8月 25日前完成整改，逾期不
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
进行处置。

参照前例，此前逾期未整改的
APP，工信部对其进行了下架处理。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
年以来，已有包括蛋壳公寓、海淘免
税店、助力钱包在内的超过 100 款
APP被下架，呈现出逐批次下架数量
增多态势。

易观分析高级金融顾问苏筱芮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上述通报中，‘回头看’是关键
要素，一方面，表明监管对违法违
规 APP 监测力度不断加大，APP 违
规‘死角’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也
体现了 APP 监管监测合规工作的
连续性。”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这已
不是工信部第一次发布“回头看”通
报。稍早前，工信部曾发布《关于
APP 开屏弹窗信息骚扰用户问题

“回头看”的通报》，通报了14款APP

未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存在问题整
改不彻底、将整改过的问题改回原
样、采取技术手段对抗针对不同地
区差异化整改的情况。

苏筱芮表示，通过上述几次监
管‘回头看’通报情况来看，反映出
部分机构仍存在侥幸心理，企图逃
脱监管之网，但伴随着监管科技的
不断精进与监管水平的持续提升，
这些机构的“小动作”难再有藏身
之处。

金融类APP整治力度将加大

此外，金融机构及金融类 APP
正面临严监管态势。去年以来，监
管层对APP 侵害用户隐私的行为、
针对用户投诉较多的问题，集中整
治曝光和规范的力度不断加大。去
年，工信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
行为的APP通报（2020年第三批）》
的58款APP中，出现多家基金、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身影。在今年 7月份
通报的 145款侵害用户权益的APP
中，涉及多家上市公司。

于百程表示，“从去年至今工信
部通报违规的APP 情况来看，范围
较广、力度大。金融机构、金额类
APP 应引起足够重视，目前金融类
APP在涉及违规调用通信录、位置信
息等问题较为突出。”

在政策层面上，监管层对用户
权益保护方面已出台多个文件。工
信部发布的《关于开展纵深推进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的通
知》更是明确了整治目标，要求深入
推进技管结合、加强监督检查，督促
相关企业强化APP 个人信息保护，
及时整改，消除违规收集、使用用户
个人信息和骚扰用户、欺骗误导用
户、应用分发平台管理责任落实不
到位等突出问题。

于百程表示，“过去一年，工信
部按计划、分阶段，稳步推进 APP
侵害用户权益的专项整治行动，分
批次对 APP 侵害用户隐私的行为
进行了曝光。目前金融机构相关
产品的 APP 应用正成为重点关注
对象，预计未来的整治力度会持续
加大。”

苏筱芮预计，金融理财类 APP
将成为监管重点监测领域。“未来监
管部门对APP 的整治工作将持续，
违规APP的通报及清理将成为常态
化管理。”她建议，机构切勿存在侥
幸心理，要根据监管开出的“药方”
对症下药，建立APP 合规的相关体
系制度及技术管理队伍。

微博钱包等43款APP违规被通报
存在用技术手段对抗整改情形

本报记者 王 宁

8月23日，全球知名的波罗的海干
散货指数(以下简称“BDI指数”)创下了
4147 点的历史高位，这是自 2010 年 5
月份以来最高。多位分析人士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全球海运干
散货运输市场表现异常火热，经济复苏
是导致本轮干散货运价上涨的核心动
力，预期在“一箱难求”的背景下，货运
成本或高于商品价格“指日可待”。

有专家对记者表示，受海外市场需
求旺盛和进出口贸易回暖等因素影响，
今年中国出口的集装箱运力价格大幅
上涨，当前应加快衍生品工具的供给，
提供精准的运价风险管理工具。

BDI指数年内最大涨幅逾200%

BDI 指数是全球公认的航运业经
济指标，包含了全球航运业干散货交易
量的转变。记者了解到，该指数是散装
原物料的运费指数，散装船运以运输钢
材、铁矿石、纸浆、谷物、煤炭等商品为
主，因此，散装航运业营运状况与全球
经济景气、原物料行情息息相关。

8月23日，BDI指数再度延续年内强
势，指数一度飙升至4147点，按照年初的
1303点计算，年内涨幅已达218.27%。

东证衍生品研究院航运指数分析
师兰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干
散货运输市场延续强势，全球经济复苏
是本轮干散货运价上涨的核心动力。

“去年四季度以来，全球经济已经逐步
过渡到快速修复阶段，进一步刺激大宗
商品需求暴涨，粮食和煤炭运输需求表
现更加强劲。此外，全球宽松货币政策
刺激了投资需求增长，从上半年大宗商
品价格表现来看，美国制造业库存中原
料库存增速远远超出中间品和产成
品。”兰淅补充道，“集装箱运力市场火
爆对干散货市场存在外溢影响，集装箱
运价暴涨以及今年上半年更为凸显的
运力问题，促使商品在运价压力下，被
迫转向使用散货船运输。”

记者根据德国安联集团发布的最
新报告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
年全球海运贸易量略有下降；同时，港
口延误、运输能力管理问题导致了高峰
时段出现航运拥堵和空集装箱短缺矛
盾，2021年6月份，估计有创纪录的300
艘货船等待进入过度拥挤的港口。集
装箱等待港口泊位的时间相比较 2019
年，几乎增加了一倍以上。此外，船员
短缺问题正成为全球航运业的挑战。

有市场人士认为，当前集装箱供应
链压力可能会持续到 2022年年中，而
全球空箱分布不平衡是导致物流延期
的一大原因。

据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显示，截至
目前，中国、东南亚至北美东海岸的海
运价格，首次超过了每标箱2万美元，而

在今年8月初，每标箱还是16000美元。
大有期货投研中心经理助理黄科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BDI指数创出
逾11年以来新高，一方面在于随着全球
各大经济体持续从疫情中恢复，带动了
对大宗商品、工业原料的强劲需求，全
球集装箱运力日趋紧张；另一方面在于
海运劳动力出现短缺，港口、仓库等各
个环节效率较低，码头拥堵情况严重。

货运成本与商品价格近乎持平

由于疫情影响，海运集装箱“滞留”
问题突出。根据国际集装箱协会测算，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每发出 3 个集装
箱，仅有1个返回，剩余的2个集装箱则
滞留在收货方港口。截至目前，美国、
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港口，均有大量集
装箱滞留，从而导致集装箱紧缺，使得
部分海运地区出现“一箱难求”的现象，
而急于发货的商家便会采取抬高运费
方式以获取集装箱。

据在线货运平台 Freightos 首席营
销官Eytan Buchman表示，“一箱难求”
的局面主要是由需求激增造成的，例如
美国需求增加导致来自亚洲的集装箱
成本每两个月的运费翻一番。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集
装箱运输需求已经进入顶部区间，回落
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美国就业持续恢复，加上美
国航线在四季度逐渐进入淡季，进口需
求回落将迎来拐点，而供应端的问题短
期很难解决，只有等待需求下滑，有效
运力紧缺才能逐渐得到改善。同时，因

为集装箱运输周期较长，运力恢复过程
不会太顺利。”兰淅表示，三季度美国航
运将迎来旺季，集装箱运价或进一步冲
高，在供应端改善前，运价将维持高
位。运价拐点可能要等待明年，只有集
装箱运力开始快速修复，航运供需缺口
有所收窄后，才有可能迎来拐点。

分析人士表示，目前BDI指数已经
创出了历史高点，在当前货运成本与商
品价格近乎持平的情况下，“一箱难求”
将导致运费或高于商品价格的现象。

黄科表示，目前全球集运市场仍处
于供需错配的“紊乱”期，集装箱运输需
求攀升的速度明显比供给恢复速的度更
快，今年以来全球“缺箱塞港”事件不断
上演，供需错配问题持续恶化，可以看
到，集装箱运力市场正在面临严重危机。

推出集装箱运力期货恰逢其时

相关市场专家表示，受海外市场需
求旺盛、进出口贸易回暖、集装箱运力
相对紧张等影响，今年中国出口的集装
箱运力价格大幅上涨。以上海航运交
易所发布的上海-美西航线集装箱运价
指数为例，年初至今的涨幅高达146%，
国内相关企业面临着价格风险的考验。

为此，有专家指出，应当加快衍生
品供给，推出相应的期货工具，为航运
上中下游产业链提供风险管理工具。

兰淅介绍说，集装箱运价的波动幅
度其实远高于传统大宗商品价格的波
动，也高于干散货和油运价格的波动，
这无疑增加了班轮公司、货代还有进出
口商的经营风险。而集装箱相关期货

上市将为航运市场提供有效风险管理
工具，有助于我国航运市场的进一步发
展和行业地位提升。

黄科表示，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出
口贸易国，约90%的进出口贸易是通过
海运的方式完成，我国集装箱货运市场
规模庞大；近年来，受原油价格、天气等
多重因素影响，全球海运价格波动较为
剧烈，国内海运贸易相关行业首当其冲，
存在迫切的风险对冲需求。因此，推进
国内集装箱运力期货上市交易，充分发
挥期货服务实体企业功能具备必要性。

记者获悉，去年大商所已经开始着
手研究在国内推出集装箱运力期货，目
前已完成合约制度设计工作。根据披
露的合约草案，不同于国际现有的BPI
指数期货等航运衍生工具，大商所集装
箱运力期货采取实物交割，将成为全球
首个实物交割的运力期货。

有专家表示，大商所正在研发的集
装箱运力期货与原油、铁矿石、豆粕等大
宗商品期货一样，是以实物交割的商品
期货。集装箱运力期货以服务实体经济
规避海运价格波动风险为出发点，采用
期货交易形式，以特定航线集装箱运力
价格为交易标的。船公司、货代船代公
司以及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可以通过
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操作来规避集装箱运
力价格变化带来的生产经营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现有航运类衍生品
都是现金交割，而大商所采取实物交
割，交割的是中国出口美西的集装箱标
箱数量。而实物交割制度可以有效促
进期现价格在临近交割月的回归和收
敛，保障套期保值效果。

BDI指数年内最大涨幅已超2倍
集装箱运力期货能否解“一箱难求”之困？

本报记者 彭 妍

从近期银行网点代销情况来看，除
了基金销售市场持续升温之外，同样受
到市场欢迎的还有保险产品。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走访多家北
京海淀区银行网点对最近代销保险情
况进行了解，多位银行客户经理表示，
近期，投资者购买保险的热情明显上
涨，特别是收益型保险产品，有银行代
销的部分万能险产品，甚至出现了一日
售罄的现象。

一直关注理财产品的多位市民对
记者表示，“最近理财市场确实不太
好，保本产品越来越少且收益率越来
越低，所以开始转向购买保险产品，保
本保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
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老龄化和
基础利率下降是银行万能险和年金险
重新进入投资者视野的主要原因。人
口老龄化方面，年金方式的商业保险主
要客户群是潜在的老龄化人口，同时受
益于税收支持、老百姓收入普遍增加，
对于年金方式的商业保险需求还将增
长；基础利率方面，三年期五年期定存
利率出现倒挂，对长期投资者来说，通
过保险方式，获得更高固定收益的方式
受到青睐。

有客户经理日销售超百万元

“您对保险产品有什么需求？”多家
银行的客户经理询问了投资者基本情
况后直奔主题，并强调“根据不同的需
求我们会推荐不同产品”。记者从多家
银行客户经理了解到，近一段时间，保

险销售情况相对较好，尤其是大额存
单、国债的利率下调以后，普通投资者
对保险产品的关注度更高。“我的好几
个客户在近期均购买了保险，有的利率
较高的产品现在已经没有额度了。”某
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经理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说到利率较高的保险产品，上述银
行的客户经理表示，“前一段时间因为
有活动，某保险公司发行的一款万能险
产品，产品年化结算利率为 4.7%，该产
品在我行北京分行的销售保费总计 2.2
亿元，推出差不多7个小时，该产品便售
罄。”据记者了解，其他银行万能险结算
利率多在年化4.2%—4.4%之间。

这位客户经理进一步介绍，相较于
其他类型的保险产品，万能险这种产
品保险公司根本不赚钱，主要是为了
宣传公司，所以这种产品会有保费额
度限制，而高收益的产品必然导致顾
客抢购。

“以上述产品为例，不到一天，我自
己就已经销售100多万元。”这位客户经
理表示，有些客户经理甚至能够实现更
多的销售额。

《证券日报》记者对其他银行网点
工作人员进行了求证，保险产品销售
情况确实相对较好。“以正在销售的一
款万能险产品为例，全北京我们银行
平均每天销售额在 1000万元—2000万
元之间。”另一家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经
理表示。

“投资者对保险的认可，除了产品
本身的高利率外，更注重产品所属的保
险公司。”一位客户经理表示，尤其是今
年以来，利率较高的万能险产品很受市
场欢迎，如果再具备大公司效应，很快
就被抢光。“实际上，低利率环境下，投

资者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和偿付能
力更加看重。”

万能险和年金险最受欢迎

《证券日报》记者通过走访获悉，目
前万能险和年金险最受理财经理和投
资者的青睐。刘明（化名）是一家股份
制银行某支行的客户经理，在他的办公
桌上，摆着几张刚刚勾画过的年金保险
产品以及万能险产品的宣传材料。他
拿起几张宣传材料向记者介绍，现在银
行存款理财产品利率很低，最近几款收
益型保险卖得比较火，很多客户购买。

“近期一家险企将在我行销售的一
款趸交产品，总行将开放 1亿元额度，5
年满期预期保单年化收益为 4.52%—
4.77%。该产品估计两天就能售罄。”刘
明对记者表示，目前 5年期国债年化利
率为3.57%，3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为
3.4%，所以很多客户更倾向保险产品。

同样受市场欢迎的保险产品还有
年金险，其明显特征在于兼具保障和储
蓄功能。“在低利率环境下，产品受未来
利率下行和市场波动影响较小，同时保
单现金价值稳定增长，可以满足客户对
于风险保障和财富管理的双重需求。”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经理表示，特
别是对年轻客户来讲年金险的吸引力
很强，可以满足教育金、婚嫁金等不同
的需求。

目前保险销售火热与近期市场利
率下调有一定相关性。“在低利率时代
背景下，客户对于长期、稳定、安全的资
产配置需求更为迫切，目前也没有更好
的资产配置，保险便成为了投资者替代
保本产品的最好选择。”另有银行客户
经理认为。

未来保险产品利率趋势如何？“在
利率走低的大背景下，万能险和年金险
的结算利率下调是大趋势，但短期内不
会再下调或下调幅度较小。”多位银行
的理财经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因
为保险公司在投资理念上更倾向于长
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从而平滑波动，实
现安全保值。

专家建议结合自身需求购买

目前，市面上的保险产品种类很
多，投资者应该如何购买？业内人士给
出了专业的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
要结合自身需求购买。

一位险企人士建议，首先，选择具
有更强投资能力和偿付能力的公司。
面对未来利率下行的预期，如何实现对
于客户的长期承诺，公司稳健经营和投
资实力是基础。其次，关注产品的功
能：一是稳定性，产品需要为客户提供
确定、持续增长的身价保障和保单利
益；二是流动性，产品可以帮助客户应
对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满足资金流动性
的需求。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研究院精算科
技实验室主任陈辉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低利率的环境和高波
动的市场中，第一要看保险公司，因为
保险公司“违约”并不是不可能的；第二
要看预定收益（保底收益）；第三要选择
一个合适的期限。

一位银行人士建议，对于消费者而
言，在经济形势变化的当下，应当逐步
提高保险意识，对于长期险有清晰客观
的认识。在资产配置中，可根据自身的
需求购买，长期的年金险和短期的万能
险均可以配置一些。

银行网点保险销售升温：有客户经理日销售超百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