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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钟爱大盘蓝筹 北上资金加仓国际指数标的
证券时报记者 陈静 阮润生
2018 年半年报披露收官，除上市
公司经营业绩外， 半年报也透露出前
十大流通股东的持股情况。以证金、汇
金为主的国家队持仓风格比较相似，
重仓股均以金融、 地产等大盘蓝筹股
为主，且持股相对稳健，看中长期投资
价值。 另外， 以二季度末持仓市值来
看， 社保基金与养老基金均偏爱医药
生物、食品饮料、电子三大行业，持仓
市值位居前列。
此外，北上资金在 Ａ 股角色越来
越积极，截至 8 月 30 日累计净买入已
达 7633 亿元，比 6 月底提升近 10%，
并且二季度积极换仓。 据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统计， 二季度北上资金新进
100 多家上市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
并大幅加仓了 MSCI 扩容、 罗素富时
指数成分股标的， 在最新三季度也赢
得良好的市场表现。

国家队重仓茅台平安
二季度，以证金、汇金为主力的国
家队进行了小幅调仓换仓， 持股变动
并不大。
截至 8 月 30 日收盘，据证券时报
数据中心统计，在半年报中，证金公司
共现身 395 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名
单。 其中，二季度证金新进华胜天成、
巨化股份、中金环境、华纺股份等 10
家公司，退出蓝色光标、绿盟科技、金
风科技、青岛中程、小康股份等 10 家
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 其他公
司持股数量保持不变。
金融股依然是二季度证金公司重
仓品种。 中国平安、招商银行、中国人
寿、建设银行等 10 家公司持仓市值（
6
月末）超百亿元，仅中国神华为非金融
股。除银行股外，上汽集团、贵州茅台、
中国石油、 中国建筑等个股持仓市值
居前。
中金环境是证金公司增持数量最
多的公司， 新进增持股数达到 2249.48
万股， 增持后持股比例 （
占流通股）达
1.6％。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8.42 亿元，同比下降 12.11％；归母
净利润为 2.41 亿元，同比下降 25.07％。
汇金公司持股方面， 共现身 822
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
持股公司数量较证金已翻倍， 二季度
持股变动并不大。
新进个股方面， 汇金新进兄弟科
技、工业富联、康强电子、宋城演艺等
32 只股票，此外，汇金增持金风科技
一家公司， 增持后持股比例超 2.1%。
值得注意的是， 该股二季度遭陆股通
和证金公司减持， 减持后均退出前十
大流通股东名单。

社保养老
偏爱电子与消费股
二季度末， 社保基金现身于 509
家公司前十大股东，其中，医药生物、
电子、化工、计算机、机械设备等是社
保基金二季度重点增持的品种。不过，
化工、电子、医药生物、计算机也是社
保基金减持较多的主要品种。
以持仓市值最大的医药生物板块
来看，社保基金二季度增持了 31 只个
股（
包括新进），增持比例居前的有复
星医药、欧普康视、健友股份、健帆生
物、一品红等，环比增幅翻倍。 减持 26
只个股（
包括退出），减持幅度居前的
为 *ST 天圣、丽珠集团、亿帆医药、云
南白药、人福医药、羚锐制药，环比降
幅均超 20%。 可见，社保基金对同一
行业配置腾挪空间还比较大。
对一些业绩稳健的细分行业龙头
社保基金持长期的态度， 如小米产业
链概念股开润股份 2016 年上市，2017
年一季度至今一直被社保基金持有，
最新持股比例超 1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 2016 年 12
月受托运营以来， 投资收益稳健，对
A 股的配置力度逐步加大。 今年半年
报中， 养老基金出现在 94 只个股前
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新进公司包括

光弘科技、深圳机场、天孚通信、复星
医药等。
二季度末养老基金持股市值最大
的是宋城演艺， 该股自 7 月以来累计
涨幅超 14%。 作为中国演艺第一股，
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18.03%，上市以来净利润一直保持增
长态势。 此外，该公司是机构集聚地，
前十大流通股中有 7 名是机构，社保、
陆股通、中央汇金、私募均有上榜。

北上资金加仓
国际指数标的
Wind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北上
资金净买入 A 股呈现先高后低趋势，
在 一 季 度 达 到 7672 亿 元 高 位 后 ，4
月~5 月随着大盘下探连续净卖出，直
至 6 月底企稳增至 7381 亿元；从持仓
水平来看， 贵州茅台以超过千亿持仓
继续稳居北上资金龙头。
自二季度来，Ａ 股也迎来外资指
数密集配置期间，MSCI 迎来年内两度
扩容，最新将中国大盘 A 股的纳入因
子从 10%提升至 15%，近期富时罗素
指数也宣布将中国 A 股的纳入因子
由 5%提升至 15%。
鉴于上述国际指数成分股均选自
沪、 深股通标的， 结合二季度数据来
看， 北上资金新进或者增持标的基本

属于 MSCI、 富时指数成分股， 甚至有
178 家获两家指数同时纳入， 其中招商
银行、海螺水泥、海天味业、海尔智家等
标的在 6 月持仓超过百亿元。
以新进成为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成
为指标，证券时报数据统计发现，二季度
北上资金通过沪、 深股通新进成为上市
前十大流通股东的数量达到 133 家，超
过相应退出的 103 家； 以 6 月底持仓市
值推算， 北上资金累计新晋前十大流通
股东市值超过 200 亿元， 四成以上个股
持仓超过 1 亿元，并集中在农林、金融以
及医药生物行业。
具体来看， 深股通在二季度新进成
为温氏股份第四大流通股东， 当期持股
1.45%，据推算，截至 6 月底深股通持仓
底超过 27 亿元，位居所有北上资金新晋
个股之首； 深股通还成为大北农的前十
大股东。
二季度内， 北上资金还对金融板块
的加仓力度较大，成为光大银行、招商证
券、华夏银行、国信证券等前十大流通股
东，期末持仓均超过 4 亿元；其中，招商
证券、 国信证券上半年净利润分别同比
增长超过 94%和 124%。
除了金融板块， 北上资金还开启了
“
喝酒吃药”模式，对二线龙头加仓，古井
贡酒、今世缘等白酒股标的，以及康泰生
物、海翔药业、恩华药业等标的均成为北
上资金的重点加仓对象。

192家公司三季度业绩预喜
92家公司净利增幅翻倍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截至 8 月 30 日晚，沪深两市已有
399 家上市公司公布了今年前三季度
业绩预告。Wind 数据显示，192 家公司
三季报业绩预喜，占比 48.12%。 家禽、
医药、食品饮料、计算机、电子等行业
延续高景气度， 推动相关上市公司业
绩增长。

192家公司业绩预喜
按业绩预告类型来看， 这 399 家
公司中有 109 家公司预增、6 家续盈，
39 家略增，38 家扭亏， 三季度业绩预
喜公司共计 192 家，占比 48.12%； 业
绩 预 警 公 司 共 计 207 家 ， 占 比
51.88%， 其中 62 家预减、24 家略减、
65 家续亏，56 家首亏。
业绩预喜公司中， 以预计净利润
最大变动幅度统计，共有 92 家公司净
利润增幅预计翻倍； 预计净利润增幅
在 50%至 100%之间的有 51 家。
具体看，远方信息预计净利润增幅

暂居首位。 该公司预计 1 月~9 月净利
润为 9600 万元到 9635 万元，同比增长
8060.49%到 8090.24%。 值得注意的是，
远方信息 2018 年净利润亏损 4.85 亿
元，同比下滑 477.96%；利润大幅下降
的主要原因为维尔科技收入大幅下降
以及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 6 亿元所致。
天顺科技、 同为股份预计前三季
度净利润同比最大增幅达 6827.95%、
6098.31%，增幅位列第二、第三。
净利润规模方面，100 家公司预计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上限超过 1 亿元，58 家公司预计超过
2 亿元，25 家公司超过 5 亿元。 中兴通
讯、立讯精密、圣农发展、华润三九、大华
股份、比亚迪、分众传媒、视源股份、歌尔
股份 9 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 10 亿元。
部分公司预计前三季度扭亏。 预
计前三季度业绩扭亏的 38 家公司中，
33 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业绩增幅最高
可翻倍。 其中联化科技、宁波富邦和光
正集团预计前三季度净利增幅最高达
10倍以上。
以联化科技为例， 公司预计 2019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 2.7 亿元到 3.2
亿元， 而上年同期为亏损 1793.49 万
元， 同比增长 1605.44%到 1884.23%。
基本面改善是业绩增长的重要因素。
联化科技主营业务分为农药、 医药和

功能化学品三大板块。 公司表示，前三
季度业绩增长是由于市场供需变化，
公司部分自产自销产品价格出现大幅
上涨并维持在较高价位，另一方面，较
去年同期，公司部分产品产量增加，因
此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出现较大幅
度增长。
二级市场方面，业绩预计翻倍股 7
月以来平均上涨 1.11%。个股来看，7 月
以来涨幅最大的是沪电股份 ， 累计上
涨 58.52%。 从 2018 年 7 月以来，沪电
股份一年涨幅超 4 倍， 沪电股份 PCB
（
印制电路板） 业务毛利率得到较大改
善， 今年前三季度预盈 8 亿元至 9 亿
元，同比增长 108.76%打破 134.86%。
此外，精研科技、科达利 7 月以来
分别上涨 41.79%、39.05%紧随其后。
股价下跌个股中，天际股份跌幅最大，
累计下跌 26.39%，跌幅较大的还有宜
通世纪、金莱特，同期累计跌幅分别为
24.87%、23.42%。

警惕业绩超预期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 多家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司为保
壳提前采取行动， 通过处置相关资产
实现扭亏。 Wind 数据显示， 目前有 7
家 ST 公司预告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
预计实现扭亏，1 家公司预增。

预计前三季度业绩 实 现 扭 亏 的
*ST 罗 普 ， 净 利 润 预 计 增 幅 最 高 达
172.49%。 *ST 罗普解释，这是因为公司
2018年底出售了 2 家亏损的全资子公
司铭德铝业和铭镌精密的 100%股权,
产生的投资收益于报告期内确认所致。
分行业来看，前三季度业绩增幅预
计翻倍股主要集中在禽产业链、机械设
备、电子、轻工制造、电气设备等行业，
延续上半年景气度上升态势，相关行业
带动相关上市公司业绩稳步增长。
圣农发展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
24.5 亿 元 至 25.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04.59%到 217.02%。圣农发展表示，受
鸡肉供给紧张影响， 行业景气度持续
攀升，公司一体化全产业链优势凸显，
产品销售价格显著上涨。
国信证券认为， 当前 A 股总体估
值并不高、全球进入新的降息周期、外
部摩擦对 A 股影响渐趋钝化， 市场最
大的风险点是上市公司业绩超预期下
滑，这仍需要警惕。
目前已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的公
司中，弘高创意预计净利下滑最高，达
5018.27%， 对此公司解释一方面是营
业收入减少， 同时原材料及人工成本
价格不断上涨； 另一方面是应收账款
计提减值准备有所增加， 过去几年企
业过度扩张，应收账款迅速扩大，应收
账款计提减值同比增加。

科创板交出首份“
中考” 成绩单
28家公司营收集体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 梅双
科创板开市已“
满月”有余，各家
公司纷纷交出上市后首份半年报成
绩单。 截至 8 月 30 日，科创板 28 家
企业 2019 年上半年经营数据已悉数
亮相。
从相关数据来看，科创板的“
中考”
成绩单颇为亮丽。 证券时报记者初步统
计，28 家公司营业收入在上半年全部
实现同比增长，24 家公司净利润同比
增长。 营业收入 1 亿元以上公司达 25
家，净利润超 1 亿元公司共 10 家，还有
4 家公司净利同比增长超 100%。

营收集体增长
从营业收入来看，28 家科创板企
业集体同比增长。其中，容百科技和晶
晨股份营收达到 10 亿元以上：容百科
技上半年营收 19.49 亿元， 同比增加
45.12%； 晶晨股份上半年营收 11.29
亿元，同比增加 10.85%。
华兴源创、杭可科技、光峰科技、
澜起科技、中微公司、交控科技、南微
医学、西部超导、嘉元科技共 9 家公
司上半年营收达到 5 亿元以上。 科创
板第一股华兴源创于 7 月 15 日正式
披露了上半年财务数据，也是首家披
露业绩的科创板企业。 上半年公司实
现营收 6.98 亿元，同比增长 70.63%；
净利润 1.35 亿元，同比增长 27.36%。
业绩增长原因主要系电池管理系统
芯片检测设备销售增加带来的利润
增长所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通号成为目
前科创板企业中唯一一家营收突破
百亿的企业。 中国通号上半年实现营
收 205.12 亿元， 同比增长 8.49%；净
利润 22.68 亿元， 同比增长 14.31%。
据披露， 主营业务板块方面，2019 年
上半年，中国通号设计集成、设备制
造和系统交付服务上半年收入较上
年同期分别增长 23.64%、20.38%和
8.48%。 只有工程总承包分部营业收
入同比下降 8.69%， 主要原因是公司
为了优化业务结构，适当控制工程总
承包项目数量。

从营收同比增长率来看，睿创微纳、
天准科技、光峰科技、新光光电、中微公
司、航天宏图、嘉元科技共 7 家公司营收
同比增长超 50%。其中，航天宏图成营收
“
增长王”，营收同比劲增 281.96％。 航天
宏图表示， 营收的增长主要是公司业务
规模扩大，2019 年上半年验收项目较上
年同期增加。

盈利表现出色
作为半年报的重要指标，多数科创板
公司在净利润方面表现也比较出色。24 家
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占全部科创板企业
数量的 86%。 华兴源创、容百科技、杭可科
技、澜起科技、中国通号、南微医学、天宜
上佳、晶晨股份、柏楚电子、嘉元科技共 10
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超过 1 亿元。
中国通号以 22.68 亿元的净利润位
居榜首。 澜起科技上半年净利润 4.51 亿
元，同比增长 42.38%，成为除中国通号
外唯一一家净利润超 4 亿元的科创板企
业。澜起科技表示，上半年业绩增长的主
要原因是公司在内存接口芯片领域技术
优势的逐步体现，产品质量稳定可靠，下
游客户加大了对公司产品的采购量，从
而推动收入相应增长。此外，上半年澜起
科技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报告期内
研发费用达 1.5 亿元，同比增长 42.38%，
占营收比例为 17.07%。
净利润同比增长率方面，睿创微纳、
中微公司、 瀚川智能和嘉元科技 4 家公
司实现净利润同比翻番。 睿创微纳上半
年 净 利 润 6468.99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102.77%； 中微公司净利润 3037.11 万
元，同比增长 329.19%；瀚川智能净利润
808.28 万元，同比增长 123.67%；嘉元科
技上半年净利润 1.81 亿元， 同比增长
257.06%。其中，中微公司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上年同期亏损 1325 万元。今年上半
年， 中微公司刻蚀设备产品保持竞争优
势， 批量应用于国内外一线客户的集成
电路加工制造。
并非所有科创板公司均在上半年实
现盈利。 数据显示，28 家公司中，航天宏
图和铂力特上半年净利润为负： 航天宏
图亏损 2909.6 万元；铂力特亏损 233.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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