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332021年9月1日 星期三
热点聚焦 FOCUS

本版主编 沈 明 责 编 陈 炜 制 作 曹秉琛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编者按：随着A股上市公司2021年半年报披露收官，备受各方关注的社保基金、险资、QFII、券商等四大机构重仓股最新持仓情况，也较
为完整的展现在投资者面前。分析人士认为，机构投资者庞大的资金、专业化的管理和多方位的市场研究，为其建立有效的投资组合提供
了可能。投资者可以将机构重仓股仓位变化、调仓方向等作为自己投资的重要参考之一。

二季度机构重仓清单：
大数据揭示社保基金等四大机构布局新动向

本报记者 吴 珊
见习记者 任世碧

上市公司 2021 年半年报披露完
毕，社保基金重仓股的持仓情况得以显
现。

记者据同花顺数据统计发现，截
至 2021 年二季度末，沪深两市共有
432 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
名单中出现了社保基金的身影。具体
来看，98 家公司被社保基金新进持
有，125家公司被增持。另外，社保基
金对 89 家公司的持仓未变，减持了
120家公司。

从行业方面来看，社保基金新进增
持的 223只个股主要扎堆在医药生物、
电子、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化工、计算
机、有色金属等七行业，分别为 34家、
23 家、22 家、18 家、17 家、13 家和 10

家。由此可见，医药股和科技股备受社
保基金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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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保基金自身属性来
看，安全性是投资时考虑的第一要素，
因此此前其投资风格整体偏谨慎，对于
传统行业的投资比例较大，更青睐业绩
稳定增长的行业。但从二季度新进增
持个股情况来看，社保基金开始改变投
资风格，逐步增持生物医药、电子、电气
设备等国家战略重点发展的方向。社
保基金新进品种均为符合国家战略发
展方向、行业前景广阔的领域，长期来
看依旧存在配置价值。”

“从半年报和相关数据来看，上述
行业处于高景气周期，符合国家战略发
展方向，此类品种今年以来的表现也相
对突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保基金把

握市场风格变化的能力。不过，三季度
以来市场出现了放量滞涨现象，同时在
近期产业和监管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当
前市场多空分歧较大。在政策和市场
方向没有确认的情况下，短期应该保持
谨慎心态，可以等待方向信号出现后再
展开布局。”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
明对记者表示。

从持股比例看，在上述 223只新进
增持股中，有 54只个股的社保基金持
股比例超过 3%。其中，社保基金持股
比例最高的是菲利华，持股数量占其流
通股的比例为 9.96%；明志科技紧随其
后，社保基金持股数量占流通股的比例
也达到 9.52%，值得买、锦浪科技、柏楚
电子、我武生物等 4只个股二季度社保
基金持股比例也均在7%以上。

记者统计发现，在社保基金持有的
432家公司中，2021年上半年净利润实

现同比增长的公司达 357 家，占比为
82.64%。

到底哪些公司一直受到社保基金
青睐呢？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自2020
年二季度至2021年二季度，有213只个
股连续 5个季度一直被社保基金持有，
主要集中在医药生物、化工、食品饮料
等三大行业。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市场比较火热
的专精特新概念股也受到社保基金青
睐。记者统计发现，在上述 213只连续
5个季度被社保基金持仓的个股中，有
16只属于专精特新概念股。其中，今年
二季度社保基金持股数量最多的是我
武生物，持股数量达3731.88万股，新天
科技、贵研铂业、东诚药业、艾德生物、
火炬电子、恩捷股份等 6只专精特新概
念股的二季度社保基金持股数量也均
逾500万股，值得关注。

社保基金：重仓432家公司 连续5个季度坚守213只个股

本报记者 吴 珊 见习记者 楚丽君

告别8月份的最后一天，A股上市公
司也圆满完成了今年半年报的披露工
作。《证券日报》记者据同花顺数据统计
发现，截至二季度末，有484家上市公司
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出现了QFII的
身影，合计持股数量为79.25亿股，持股
总市值为2415.24亿元。

具体来看，新进个股方面，QFII二
季度新进持有208只个股，其中，京东方
A获QFII新进持有2.48亿股，数量居首；
增持个股方面，有125只个股获得QFII
增持，其中，隆基股份、双环传动、爱尔
眼科、招商轮船、无锡银行等5只个股获
QFII增持数量均超2000万股；QFII对54
只个股的持仓量与一季度相比没有变
化；此外，还有97只个股遭到QFII减持，
QFII对美的集团、宝钢股份、格力电器
等3只个股的减持量均超6000万股。

从持股市值来看，截至二季度末，
QFII对隆基股份和宁德时代的持股市

值居前，分别为281.47亿元和239.62亿
元。此外，QFII对南京银行、爱尔眼科、
生益科技、广联达等4只个股的持股市
值也均超60亿元。

在上述484只被QFII重仓持有的个
股中，有380只个股上半年净利润实现同
比增长，占比近八成。其中，江苏索普、
双环传动、云天化、万通发展、晶丰明源、
新乡化纤、酒钢宏兴等7只个股上半年净
利润同比增长均超20倍，业绩表现亮眼。

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分类来看，上述
484只个股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医药
生物、电子、化工等四大行业，分别为58
只、56只、52只、44只。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建泓时代投资总监赵媛媛表示，除医药
生物外，化工、电子、机械设备等三行业
在利率下行、市场风险偏好倒向成长和
周期风格的环境下，都有望取得较好的
超额收益。化工股主要受益于碳中和
限产政策下资源品的涨价，某些化工品
种还受益于下游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

展；电子行业中的半导体、智能驾驶、物
联网等，在未来或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机械行业也时逢十年一度的换机潮，且
先进制造业或将迎来密集的产业政策
支持。但医药生物行业因去年业绩基
数较大，今年难以再续高增长，且最近
集采频繁，取得超额收益的概率较小。

龙赢富泽资产总经理童第轶对记者
表示，二季度QFII持有较多机械设备行
业公司，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得到有效管
控，其对制造业带来的成本冲击将不断
减弱，制造业企业的业绩和利润将得到
优化和改善，行业景气度不断上行。制
造业升级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主要
方向，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反复活跃。

私募排排网基金经理胡泊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机械设备、
电子和化工行业目前处于一个相对景气
的周期，近期的业绩表现也较好。但从长
期来看，还是需要关注相关个股的基本面
变化情况，尤其是在估值高企的情况下，
需要注意目前市场波动加剧的风险。

QFII：重仓484家公司 合计持有近80亿股

本报记者 姚 尧

秉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的险
资持仓一直以来备受市场各方瞩目。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陆续披露，险资的
重仓股名单也浮出水面。据《证券日
报》记者统计，截至二季度末，有310家
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出现
了险资的身影。

具体而言，二季度险资新进持有
89只个股。其中，对中国核电的新进
持股数量最多，达到 55970.15万股；
TCL 科 技（8195.81 万 股）、居 然 之 家
（4249.29万股）、焦作万方（3871.07万
股）、三一重工（3816.22万股）、明阳智
能（2576.47万股）等13只个股紧随其
后，获得险资新进持有超1000万股；包
括中科曙光（933.13万股）、中顺洁柔
（877.40万股）、中信建投（852.03万股）
等在内的49只个股获得险资新进持有
超100万股。

增持方面，险资二季度增持57只
个 股 。 其 中 ，首 开 股 份（3831.06 万
股）、上海临港（2240.00万股）、航天
发 展（1597.57 万 股 ）、三 友 化 工
（1289.99万股）、云图控股（1180.79万
股）等5只个股的增持数量较多，均超
过1000万股。

从行业分布来看，险资二季度新进
增持个股分布于26个申万一级行业。其
中，化工行业个股数量最多，达到18只；
电子行业个股数量位列第二，为16只；机
械设备行业个股数量也达到15只。

金鼎资产董事长龙灏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从投资风格来看，险资
基本上以中长线持股为主，除了配置传
统白马股外，也配置具有防御性与安全
性的低估值个股。从新进和增持情况
看，险资的投资范围逐步扩展到业绩和
股价表现比较突出的机械设备、化工和
电子行业。”

记者统计发现，在上述146家险资
新进增持公司中，有122家公司上半年
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超八成。
其中，朗姿股份（3343.58%）、新乡化纤
（2491.34%）、城发环境（1353.38%）、诺
德股份（1238.75%）等4家公司上半年
净利润同比增幅均超1000%；包括光
峰 科 技（956.81% ）、西 菱 动 力
（926.80%）、杉杉股份（659.15%）等在
内的55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幅
均超100%。

对此，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文婷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险资是长期价
值投资的代表，而且对收益确定性要求
较高，因此被险资看中的往往是业绩增
长确定性较高的标的。”

上海铭环资产管理中心执行合伙
人夏天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目前，市
场正长时间纠结于‘宁’与‘茅’。研究
险资持仓情况可以发现，险资倾向于选
择各景气行业的细分龙头，并且估值相
对合理。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宁组
合’处在估值高分位，‘茅指数’估值正
在回归，均非最好的介入时机，相较之
下，代表各行业细分龙头的中证500指
数处于估值低分位，应当得到重点关
注。”

刘文婷表示，“险资的投资收益来
自组合投资，而且持仓周期特别长，因
此不建议投资者盲目‘抄作业’。普通
投资者应多方参考险资等各大机构的
持仓情况，寻找业绩增长稳定、成长空
间大的低估值个股。”

险资：重仓310家公司
青睐化工等三行业

本报记者 吴 珊

随着2021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披露
收官，券商二季度重仓股名单也浮出水
面。《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数据统
计发现，截至二季度末，券商出现在349
家A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
单中，持股数量合计48.96亿股，持股市
值达533.88亿元。

与一季度相比，二季度券商整体上
买入多于卖出，其中，新进持有204家公
司，并对40家公司进行了增持操作。

海川汇富资产投资总监曾正香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A
股市场机构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深入的
背景下，作为机构中的重要成员，券商
的调仓动向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券
商拥有较强的投研能力，其最新调仓方
向通常对于个人投资者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新进持仓动向往往被视为“投
资风向标”。

从持股数量来看，在上述244家券商

新进增持公司中，中国石化、永泰能源、
中国核电、节能风电、铁建重工、山东钢
铁、中银证券、河钢股份、新钢股份、二三
四五等10家公司的券商持股数量居前，
分别为19697.78万股、52016.16万股、
10461.85万股、5372.51万股、4709.93万
股、3865.47万股、2519.14万股、2502.26
万股、2495.65万股、2187.34万股。

不难发现，券商青睐的“人气组合”，
主要集中在正处于景气周期和进入景气
拐点的行业，私募排排网研究主管刘有
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恢复，受
益于经济复苏的石油化工、煤炭开采、钢
铁等行业迎来景气拐点，获得了业绩和
估值提升带来的投资机会。新能源发电
和光伏设备等行业则受益于“双碳”目
标，不断获得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行业
景气度持续提升，并且未来较长周期内
依然有望维持高景气度。

曾正香也表示，从券商新进增持个
股的所属行业来看，和上半年尤其是二

季度的市场表现一致，券商的持仓变动
遵循了从低景气度行业向高景气度行
业转移的产业投资逻辑。

此外，二季度券商还对“专精特
新”进行深挖。截至二季度末，券商重
仓持有“专精特新”类上市公司合计
8493.87万股，较一季度末的4929.38万
股增长72%。具体来看，新进增持30家
公司。其中，增持贵州三力、强力新材
等两家公司股份数量均超1000万股，
分别为1227.33万股、1030.50万股；新
进持有通达股份、苏试试验、高澜股
份、欧林生物等4家公司股份数量均在
200万股以上。

曾正香进一步表示，二季度券商对
“专精特新”领域进行了加仓，这也切合
了当前的政策主题。“专精特新”作为专
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
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
的排头兵企业，是解决产业链各环节

“卡脖子”问题的主力军，受到券商等机
构投资者的关注也是理所应当。

券商：重仓349家公司 深挖“专精特新”

择 远

外出与朋友聚会，手机没电了，
扫一扫共享充电宝，手机电量不足
的问题迎刃而解。

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每天都在不断上演。这是共享
经济给生活带来便利的一个缩影。
但是便利的背后，诸如价格不透明、
不规范等问题也引发用户不满。以
充电宝为例，从刚推出时的“前 30
分钟免费之后1元/小时”，发展到4
元/小时，日常高频使用的物品，价
格涨幅如此之高，实在少见。

面对这一问题，监管部门及时
出手。8 月 30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发文称，近期，在市场监管总
局的行政指导下，哈啰、青桔、美团、
怪兽、小电、来电、街电、搜电等8个
共享消费品牌经营企业积极整改，
取得成效，共享消费领域价格涨势
得到有效遏制，标价逐步透明化、规
范化。

在价格涨势得到有效遏制之
后，各方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以期
让标价进一步透明、规范。

一方面，通过他律予以规范。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一
系列法律法规对经营者的定价行为
已有明文规定，那么，经营者要做的
就是严格遵守。如果一味地想着规
避法律法规，不能做到透明、规范地
披露价格，最终必然会“搬起石头砸
自己的脚”，受到法律的严惩。

其二，价格监管部门对企业的
监督。比如，此前，市场监管总局价
监竞争局会同反垄断局、网监司召
开“共享消费”领域行政指导会，对

“共享消费”行业企业提出相关要
求。在笔者看来，这些要求都是有
的放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目的就
是让企业建立市场价格秩序，提高
定价规则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效果已经显现。以共享充电宝
为例，行业价格整体小幅回落。根
据市场监管总局介绍，目前各品牌

平均价格为 2.2 元/小时-3.3 元/小
时，标价在每小时 3 元及以下的机
柜占比69%-96%，从最高价格占比
来看，均不超过 1%。但是，相对而
言，处于热门旅游景点等相对封闭
区域或者繁华商业区的机柜价格仍
然高于均价。

其三，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群
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笔者认为，在
这件事上，不妨设立价格监督员，充
分发挥群众的价格监督作用，督促
企业明码标价、诚信经营，维护共享
产品的市场价格秩序。

另一方面，共享消费品牌经营
企业要自律。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依法享
有自主定价权。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企业在定价这件事上可以随心所
欲。这就要求企业强化社会责任意
识，加强自律，以进一步规范行业的
发展。

由此，笔者想到，共享消费品牌
经营企业是否可以学学资本市场的
信息披露制度，如实、及时披露计价
规则和计价标准，让消费者看得明
白、钱花得安心。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
资本市场对信息披露有严格的要
求，因为其不仅是资金市场，也是信
息市场。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披
露，让投资者看得见、看得清，更好
地实现“用手、用脚投票”。而共享
消费品牌经营企业通过公开、透明
的价格披露，同样可以让消费者选
择是否使用。

第二，共享消费品牌经营企业
中，虽然目前有些已经上市，但更多
的尚未实现上市，而这些企业不排
除以后会进入资本市场。所以，不
妨先从信息披露入手，熟悉一下资
本市场的相关规则。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共享经
济正展示出巨大的发展活力，但对
期间产生的一些问题要及时予以纠
正，这样，方能让共享经济走得更
长、走得更远，更好地发挥作用。

共享充电宝们的价格涨势
有效遏制之后

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刘 琪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增长30%以上”。那么，目前的目标
完成度如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刘桂平在日前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
给出了答案——到目前为止，大型
国有银行已经达到了《政府工作报
告》所提的要求。

实际上，这几年来的《政府工作
报告》，连续对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
微企业贷款增速提出目标。从过去
两年来看，大型国有银行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实际增速均高于目标增
速。随着近期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
的披露，大型国有银行上半年的完
成度情况也浮出水面。

工商银行上半年的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增速拔得头筹。工商银行
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截至6月
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0118.95
亿元，比年初增加2912.95亿元，增
长40.4%；客户数72.7万户，增加13.6
万户。上半年，累计为2.7万户小微
企业提供“首贷”服务。新发放普惠
贷款平均利率4.10%。

中国银行发布的2021年半年度
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该行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7816亿元，比上
年末增长35.8%，高于全行各项贷款
增速；客户数近57万户，高于年初水
平。上半年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平均利率3.94%。

建设银行半年报披露，截至6月
末，根据2021年监管口径，该行普惠
金融贷款余额1.71万亿元，较上年
末增加2883.82亿元；新发放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利率4.17%，较上年末
下降0.19个百分点；普惠金融贷款
客户 180.18万户，较上年末新增
10.63万户。

“从目前普惠金融的资产质量
情况来看，风险是可控的。”建设银
行行长王江在建行2021年上半年业
绩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整体的普
惠金融的不良率是1.1%，小微快贷
的不良率控制在1%以内。就贷款

定价而言，上半年普惠金融贷款的
整体定价较低，特别是小微企业仅
为4.17%，下降了19个基点，这是建
设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支持的力度
和落实减费让利的重大举措。

农业银行普惠金融服务水平
也持续提升。据其2021年半年度
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12423.99亿元，较上
年末增加2897.6亿元，增速30.4%，
高于全行增速21.4个百分点；有贷
客户数198.24万户，较上年末增加
41.51 万 户 ；累 放 贷 款 年 化 利 率
4.09%。

交通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
显示，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 2935.68 亿 元 ，较 上 年 末 增 加
665.25亿元，增幅29.3%；有贷款余
额的客户数18.36万户，较上年末
增加3.57万户，增幅24.13%；不良
贷款率1.51%，较上年末下降0.67
个 百 分 点 ；累 放 贷 款 平 均 利 率
4.02%。

从以上几家大型国有银行披露
的数据来看，工商银行、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在今年上半年就提前完成
了全年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目
标。各大银行普惠金融加速快跑，
朝着增量扩面、提质增效的方向持
续迈进。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
院长田利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结合我国银行工作常
规和监管压力，预计大型银行今年
普 惠 金 融 贷 款 的 增 长 区 间 会 在
30%-50%。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
对贫困的过程中，普惠金融发挥了
巨大作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
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普惠金融
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刘桂平在
前述吹风会上表示。

田利辉认为，为进一步推动普
惠金融发展，后续应该提高货币政
策有关力度，完善货币政策具体手
段，实现普惠支持的精准施策。同
时，需要监管层引导金融机构更好
地承担社会责任，创新普惠金融的
业务模式、产品设计和服务举措。

国有大行已完成全年小微贷款增速目标
专家认为还需创新普惠金融业务模式

透视·普惠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