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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0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2020年元旦休市的规

定， 本报2020年1月1日休刊，1月2日恢复正

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甄选优秀机构 推广先进理念

第三届海外基金金牛奖评选结果揭晓

□

本报记者 吴娟娟

中国证券报主办的“第三届海外基金金牛

奖”评选结果今日揭晓。景林资产管理、方瀛研

究与投资、东方资产管理（香港）荣获“三年期

海外金牛私募管理公司” ； 中信资本、 融通国

际、大成国际荣获“一年期海外金牛私募管理

公司” ； 方瀛研究与投资丁晓方等8人分别获

得三年期和一年期投资经理奖。

本届评选中，易方达（香港）中国股票

股息基金、 贝莱德中国债券基金等6只基金

荣获“海外金牛RQFII基金” ，摩根亚洲股息

基金等3只基金荣获“一年期海外金牛互认

基金” 。

中国证券报于2017年推出海外基金金牛

奖，旨在扩大海外基金行业的优秀管理机构和

投资经理知名度，帮助内地投资者在海外投资

时甄选优秀的资产管理机构；通过建立海外证

券投资基金和投资经理的科学评价体系和交

流平台，推广海外优秀机构在投资管理方面的

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促进基金行业向规范健

康的方向发展。在前两届评选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反响的基础上，2019年中国证券报启动第三

届海外基金金牛奖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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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抢滩A股：速度背后是格局

看好中国市场 重构估值体系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张枕河 牛仲逸

“不论是横向比，还是纵向看，富兰克林

邓普顿投资对于中国股市的乐观情绪都在明

显升温。 ” 像许多海外明星基金经理一样，谈

到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看法， 全球最大上市基

金公司———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股票总监史

蒂芬·多佛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整体势头良好，

经济发展底气足、有韧性。对中国经济的中长

期发展充满信心， 是外资机构看好中国股市

的根本原因。同时，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努力打

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推出多项开放举措畅通

投资渠道，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性制度，推动

上市公司质量不断提升， 使得A股市场自身

吸引力不断增强。 未来海外机构投资者有望

继续加大对A股的配置比例。

净流入逐年增长

临近岁末， 频频增持A股的外资引发市

场广泛关注。

11月26日，MSCI指数年内纳入A股的

第三次扩容正式实施。 市场原本预计短期内

北向资金流入A股的脚步将有所放缓， 原因

在于未来一段时间配置型资金的不确定性。

然而现实情况是，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

23日，北向资金连续28个交易日净流入A股，

追平2018年5月7日至6月15日创下的纪录。

11月27日至12月23日，北向资金累计流入A

股达688.78亿元。

截至12月23日，2019年北向资金合计流

入A股达3427.96亿元。 2016年以来，北向资

金年度净流入A股金额呈逐级攀升态势。

2016年至2018年， 年度净流入金额依次为

606.79亿元、1997.38亿元、2942.18亿元，加

速之势明显。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境外机构和个人持

有国内股票总规模达1.77万亿元，占A股总市

值2.9%，占A股流通市值4%，已非常接近公

募（持股）和保险（持有股票+基金）的规模。

“经过四季度外资大举增配A股， 我们

有理由相信外资持有A股规模超过公募将很

快实现。 ” 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果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从外资青睐的个股来看， 宝新金融首席

经济学家郑磊统计发现， 约2000只A股获得

外资买入，其中有20只至30只个股外资持股

比例超10%。 “外资青睐的股票主要集中在

生物医药、家用电器、电器设备等行业，很多

都是基本面不错的上市公司。 ” 郑磊说。

“外资兼顾标的的成长性和稳定性。 盈

利能力强、 能够稳定贡献高资产回报的公司

更受青睐。 ” 国盛证券研究所首席策略分析

师张启尧表示，外资多以长期配置为主，考核

久期要远超大部分国内资金， 使得外资入场

布局较国内资金更坚定， 对于股价波动的容

忍度更高。

缘何钟情A股

是什么原因驱动外资以如此迅猛的速度

进入中国市场？ 外资缘何钟情A股市场？

陈果表示， 北向资金持续流入A股的根

本原因是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有信心。 最

近从金融信贷到PMI等一系列数据， 中国经

济都出现企稳乃至边际改善迹象。

陈果认为， 持续不断的增量资金主要来

自国际主要指数权重提升后外资主动型资金

对A股的延迟增配。 被动型资金对A股的增

配往往在国际指数提升权重之时完成， 而主

动型资金是否配置A股、配置多少、何时配置

则更加灵活。 随着A股在国际指数中权重的

快速提升， 许多主动型资金对A股的配置往

往达不到指数权重的要求 （即实际低配A

股），将会在之后的合适时机增配A股，造成

延迟增配。 这个补配的需求将持续存在。

“中国市场的潜力和‘腹地’ 非常大，不

论是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留学过的小城市，

还是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和十年前相

比变化都很大，有的地方已经完全认不出来，

这其中无疑蕴含着非常多的投资机会。 而发

达市场可能就不会存在这些机会。 ”史蒂芬·

多佛强调， 中国庞大的市场具有阶梯性和互

补性，即使某一个行业发展暂时受阻，也会有

其它行业值得关注；（下转A02版）

首破千只 爆款频出

新基金发行份额成立数量双创纪录

□

本报记者 王宇露 张凌之

今年以来， 公募基金业绩整体表现不俗，

新基金发行火爆。数据显示，截至12月26日，今

年以来新成立基金的发行份额达13677.48亿

份，创历史新高；新成立基金数量达1015只，首

次突破千只。 多位基金经理认为，当前A股估

值具有吸引力，2020年仍有上行空间， 将继续

关注消费、科技等板块。

发行份额增加逾五成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26日，今年以

来新成立基金的发行份额达13677.48亿份，同

比增加52.69%，超过2015年的13676.98亿份，

创下历史新高。其中，11月发行份额达2535.23

亿份。

具体来看，债券型基金发行8623.01亿份，

占比超过总份额的 60% 。 混合型基金以

2619.03亿份居次， 股票型基金发行份额为

2293.84亿份。

从发行数量来看， 年内共有1015只基金成

立，历史上首次突破千只，超过2016年的945只。

从产品类型看，债券型基金为482只，数量

最多；其次是混合型基金，为302只；股票型基

金为206只。 此外，还有6只货币基金，3只另类

投资基金，以及16只QDII基金。

从基金公司看， 嘉实基金新成立38只基

金，是新成立基金数量最多的基金公司，华夏

基金以36只居次。 此外，广发基金、鹏华基金、

平安基金年内各成立31只基金。

除了整体发行市场火热外，也诞生了多只

爆款基金。具体来看，有2只基金发行份额超过

200亿份，24只基金发行份额超过100亿份，发

行份额超50亿份的基金为71只。

“一日售罄” 频现

与基金发行市场同样火爆的是， 限额、限

时、比例确认成为由明星经理执掌的“爆款基

金”的标配。

由投资老将傅鹏博担任基金经理的睿远

成长价值混合3月21日开始发售， 原定截止日

为27日，21日认购金额达710.81亿元， 超过50

亿元的限额，最终确认比例为7.03%。

4月22日，首批7只科创板基金获批，引发

市场关注。 4月26日， 易方达科技创新混合发

售，开卖不到15分钟就认购逾11亿元，超过10

亿元的上限， 截至当日12时已认购60亿元，最

终确认比例为9.75%。

兴全合泰混合10月14日起发售，原定截止

日为25日，但发售首日认购规模超过60亿元的

上限。 按照12.12%的配售比例测算，该基金首

日认购金额接近500亿元。 该基金由兴全基金

明星基金经理任相栋掌舵。

原定12月20日至12月25日发售的广发科技

创新混合基金，发售首日认购金额超过10亿元的

上限。 按照3.3%的配售比例测算，首日认购规模

超过3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广发科技创新混

合的基金经理为刘格菘。

结构性行情延续

今年以来核心资产与科技成长两大板块

比翼齐飞，为投资者创造了高回报，也引发了

新基金发行市场的火爆。

展望2020年的A股市场，多位基金经理认

为，虽然今年市场涨幅不小，但当前A股估值

依旧具有吸引力，明年仍有上行空间。 个股方

面，除了继续关注消费、科技，还将从周期股、

传统制造业、大金融等板块中发掘机会。

刘格菘表示，明年经济将保持平稳，市场

会有结构性机会，2019年年报超预期的行业和

公司将受市场青睐， 现在到明年1月是布局春

季行情的较好阶段。

银华农业产业基金经理王翔认为，结构性

行情明年仍会延续，个股会有明显跑赢指数的

机会。 明年可聚焦两条主线：一是5G新应用，

二是经济走稳预期带来的周期股估值修复。

强化效益 加速混改重组

明年国企改革有看头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日前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谋定2020

年改革新方向：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强调利润率、加快混改、兼并重组。专家认为，加快

推进改革举措落实落地， 不断激发企业内生活力

和发展动力， 国企改革将迎来关键期，2020年是

最有看头的一年。重点领域国企混改将加快落地，

装备制造、 化工等专业化整合及煤电资源区域整

合将成为重组重点。 引导央企更好实现高质量发

展成为国企改革下一阶段的着力点。

抓落实提成效

会议提出， 明年初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将

出台实施， 要以落实方案为契机推动国企改革不

断实现新突破。

“即将出台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将

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向全面落地迈出实质性

步伐。 ”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丽莎

表示。

事实上，此前，国务院国资委已密集开会研讨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起草工作， 不仅邀请了中

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 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会长宋志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

究所所长马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

等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讨论交流， 还邀请了中国海

油、国家电网、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电信、中国一

汽、中国远洋海运、南航集团、中交集团等8家中

央企业负责人建言献策。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指出， 未来

三年是国企改革关键的历史阶段， 作为三年行动

的首年，2020年是国企改革坚持市场化方向、抓

落实提成效的关键一年，将在“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加快推进。

加快构建差异化监管模式

新一轮国企改革拔锚起航， 各项改革重点任

务加速前进。

“混改正分层分类加快推进， 并在混的基础

上加快改的步伐。 ” 周丽莎指出，一方面，合理设

计调整股权结构，着力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

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 科学界定国有股东与混

合所有制企业的权责边界， 探索建立科学高效的

差异化管控模式。 另一方面，加强参股管理，做到

派得进人、管得住事、防得住问题，坚决防止“只

投不管” 。 明年重点领域国企混改将加快落地，更

加强调融合的程度和发展的质量。

“明年的混改将加强对战略投资者引入的把

关，确保混改能引入关心企业发展，且能切实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战略投资者。 ” 中

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表示， 为提高

混改对非公资本的吸引力， 将加快构建差异化的

监管模式，以增强混改企业体制机制灵活性，丰富

激励手段和提高激励效果， 使混改企业能更好适

应并参与市场竞争。

央企并购重组也将是明年的重要命题。 “下

一步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更多‘头部企业’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

进制造业集群。 ” 周丽莎表示，重复投资、同质化

竞争问题突出领域的重组整合有望提速， 装备制

造、化工产业、海工装备、（下转A02版）

对外开放奏时代强音 中外机构迎同台竞技

海外基金金牛奖龙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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