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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榜

QFII去年四季度逆市加仓
最爱二线蓝筹
重仓前三甲首季均飘红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4月3日，
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
外汇管理局联合宣布，新增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 者 QFII 投 资 额 度
500亿美元，总投资额度达到800亿
美元。资金面开闸放水，意味着
QFII对A股的影响也将逐步扩大。
QFII的其投资理念和投资思路值
得投资者们的借鉴，而从正在发

布的2011年报里，投
资者们或者可以

寻找出一些QFII的投资思路端倪。

QFII现身百余股
自2002年开始QFII试点，目前我国已

批准了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158家境外
机构的QFII资格，其中资产管理公司82
家，保险公司11家，主权基金、养老金、捐
赠基金等机构29家，商业银行23家，证券
公司13家。

日前已有近1400家上市公司公布的
2011年年报，其中有131家左右的股东中
出现了QFII的身影。根据中信证券统计，
目前QFII在A股持仓市值约为400亿，而且
QFII持股的涉猎行业范围较广，其中前十
名有金融服务（ 更多是以战略投资者进
入，而非二级市场买入）、建筑建材、机械

设备、信息服务、医药生物、食品饮料、交
通运输、信息设备、房地产、交运设备。

据统计，去年四季度虽然市场大幅下
跌，但QFII却选择了逆市加仓，其中二线蓝
筹股依然是QFII们的最爱。根据持仓股本
占流通股本比例，中信证券筛选出了QFII
去年四季度重点关注前6个家公司，分别是
中南重工（ 002445）、用友软件（ 600588）、
围海股份（ 002586）、ST唐陶（ 000856）、双
汇发展（ 000895）以及物流业龙头中储股
份（ 600787）。（ 银行股为战略投资者进
入，而非二级市场买入，故不纳入。）

QFII重仓前三甲首季均飘红
记者查看发现，QFII持仓最重的前三

甲今年首季均飘红。
中南重工去年四季末时被未来资产基

金旗下 两 只 QFII 新 进 入 驻 ，共 计 持 有
1009.99万股。中南重工今年一季度已取得
了15.92%的涨幅，而3月15日时，中南重工还
发布了一季度业绩预喜，称一季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约1844万元—
209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约120%—150%。

用友软件是QFII持仓超过3年的较少
品种之一。去年年末时，用友软件10大流

通股东席位被QFII占据3席，用友软件
2011年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为5.37亿
元,同比增长61.7%,扣非后净利润4.92
亿元，同比增长72%。不过今年一季度
用友软件表现一般，涨幅仅有4.33%。

围海股份首季上涨7.72%。昨天
围海股份在网上举行了2011年度业

绩说明会，董事长冯全宏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2011年围海股份累计完成

营业收入13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7479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27.85%和31.82%，创下历史最高成绩。另
外，今年3月17日围海股份曾公告，3月16
日浙江重大工程交易网发布《 小洋山港区
配套开发海堤一期工程新隔堤工程C2标
施工评标公示》，确定公司为第一中标候
选人，中标金额为2.07亿元，公示期限为3
个工作日。围海股份称，中标金额合计占
公司2010年营收的20.32%，若公司中标并
签订合同，将对本年度及未来两个会计年
度业绩有积极影响。

除此以外，三只QFII重仓的ST唐陶今
年止跌反弹，涨幅超过20%，三只QFII中有
一只是去年四季末新进，有一只于去年四
季末增持，可谓踩点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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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A1、2月遭遇销售压力
分析师仍看好行业龙头地位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近年来，红酒
股的表现相比白酒股而言似乎并没有那
么“ 抢眼”，这也难怪，在昨天的深交所投
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会有投资者对国内
红酒龙头企业张裕A的业绩表现略有担
心。“ 听说今年1、2月份公司的业绩有所下
滑，这样的传言是真的吗？”

对于投资者的提问，张裕A的工作人
员昨日给予了肯定回复，“ 公司今年1月、
2月份的销售存有一定压力。” 至于其中
的缘由，工作人员并没有做出进一步解
释。此外，该名公司工作人员还表示，未来
公司将对目前的1000亩有机葡萄园进行
扩张。

对于张裕A销量受压的现象，东方证
券的分析师认为，自从下调了进口酒关税
之后,国外进口酒便加速涌入,其增速远超
国产酒。对比美国葡萄酒发展历史,该分析
师认为，国产葡萄酒已经在终端需求强劲
增长和进口酒激烈竞争的刺激下，主动或
被动地进入到“ 品质提升”的阶段,但在短
期内, 进口酒的大举进入趋势难以迅速得
到遏制,这也使得国产酒的增速趋于缓慢。

“ 不过，虽然目前的外部局势较为不
利，但张裕仍有望维持行业龙头地位。在

此逆境之下,二、三线葡萄酒由于资源有限
将首先受到冲击。张裕A凭借产品定位,品
牌及渠道建设上的优势, 将会在部分品牌
竞争中获得绝对优势。”该分析师表示，虽
然知名进口品牌增速较快, 但作为国产酒
的张裕A仍在不断提升渠道和品质, 这将
使这些进口品牌在未来的发展中存有隐
患, 进口酒抢占更多的不过是其余国产酒
品牌的份额罢了。

兴业证券的分析师则认为，红酒行业
的原材料产量和价格都会受到天气等因素
影响。“ 葡萄酒行业在我国属于朝阳行业，
无论从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来看，行业
的成长空间已经打开，未来年产销量仍能
保持较高增速。” 未来国内葡萄酒的产量
会有大幅度上升，但是价格在相当长时间
内，仍然是以中产消费为主流。巨大的行业
空间将支持张裕A的长期投资价值。

此外，近年来进口酒增速快于国产酒，
这也是国产酒销量放缓的一大原因。但该
分析师同时指出，进口酒的品牌打造迫在
眉睫，几年之后，国产优质葡萄酒企业和进
口品牌将比翼齐飞，各占市场。在未来2年
时间内，张裕A可能会放缓其业绩增速，但
其在行业中的地位依然不容小觑。

数据来源：钱龙黄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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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减仓前十位的个股主力增仓前十位的个股
名称 买卖气

主力
持仓

主力
增减

主力
连红

华昌达 34.19 409.58 8.06 1
江钻股份 28.15 512.99 6.76 1
超华科技 19.8 480.1 6.05 1
克明面业 20.12 402.84 5.66 3
鞍重股份 15.96 437.25 4.83 3
新海股份 19.86 467.25 3.92 4
哈尔斯 29.92 354.45 3.65 1
同有科技 12.97 404.33 3.44 4
银华瑞吉 27.93 429.33 3.41 1
丹邦科技 14.68 416.56 2.65 7

名称 买卖气
主力
持仓

主力
增减

主力
连红

紫光华宇 -19.68 421.09 -4.12 -3
宇顺电子 -20.52 451.69 -3.36 -1
川投能源 -39.76 390.06 -2.31 -2
凯乐科技 -12.94 443.32 -2.08 -1
蓝盾股份 -22 353.02 -2.04 -2
安居宝 -20.66 344.42 -2.03 -1
温州宏丰 -15.05 348.87 -1.89 -4
国海证券 -11.58 472.33 -1.86 -1
百大集团 -34.51 478.62 -1.7 -5
共达电声 -18.89 423.18 -1.65 -2

A股中QFII持仓前20名

1 600015 华夏银行 683373461 13.69% 7.25 6.75 金融服务
2 601166 兴业银行 1380434400 12.80% 5.64 4.84 金融服务
3 002445 中南重工 10099922 9.12% 50.71 25.25 机械设备
4 600588 用友软件 49930249 6.12% 28.45 20.37 信息服务
5 002586 围海股份 1316758 4.88% 30.78 22.92 建筑建材
6 000856 ST 唐陶 6423953 4.86% 28.39 -- 建筑建材
7 000895 双汇发展 23173679 3.82% 73.91 17.81 食品饮料
8 002104 恒宝股份 11411897 3.51% 31.92 19.86 信息设备
9 600887 伊利股份 51118661 3.22% 19.5 16.26 食品饮料
10 002400 省广股份 2451305 3.00% 33.36 23.44 信息服务
11 000488 晨鸣纸业 23460302 2.89% 16.45 10.53 轻工制造
12 000759 中百集团 19314687 2.84% 24.59 19.31 商业贸易
13 600552 方兴科技 3000330 2.56% 36.85 15.2 建筑建材
14 000837 秦川发展 8782336 2.52% 21.73 17 机械设备
15 300008 上海佳豪 1542950 2.52% 22.26 17.81 交运设备
16 000789 江西水泥 9804883 2.48% 8.4 7.7 建筑建材
17 002313 日海通讯 574739 2.30% 29.47 21.05 信息设备
18 600823 世茂股份 10387492 2.17% 11.74 9.68 房地产
19 600787 中储股份 10000000 2.15% 19.19 16.25 交通运输
20 300078 中瑞思创 1199961 2.08% 26.59 19.71 电子

序号 代码 名称 QFII持股数量(股) 行业
QFII持股占
流通股比例

2011年
市盈率

2012年
预测市盈率

序号 代码 名称 QFII持股数量(股) 行业
QFII持股占
流通股比例

2011年
市盈率

2012年
预测市盈率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近期部分上市破
发的次新股获得机构关注，鞍重股份

（ 002667）昨日再涨1.79%，重返发行价上
方，晚间龙虎榜显示鞍重股份能够回升，
机构资金功不可没。

鞍重股份主要从事煤炭、钢铁、矿山、
筑路等行业专用大型振动筛制造业务，主
导产品包括大型直线振动筛、圆振动筛、
温热物料振动筛、多单元组合振动筛等。
发行价为25元，3月29日正式登陆中小板，
上市首日即宣布破发。4月5日鞍重股份盘
中还创出上市以来最低价21.70元。不过4
月6日，鞍重股份大涨6.9%，数据显示，那
日3机构联手买入1223.31万，占全天成交
额的15.2%。昨天鞍重股份延续了上周五

的涨势，盘中还创出上市以来新高25.30
元，虽然此后股价回落，但最终站上了25
元的发行价，全天换手率达到了30.31%。
晚间龙虎榜显示又有两家机构增持该股，
买入了551.99万元。

昨天被机构净买入的还有金山开发
（ 600679）和宇顺电子（ 002289），这两只

个股的买方席位上都只出现1家机构。其
中金山开发昨日早盘封涨停，收报7.13元，
全天成交2595.97万元，龙虎榜显示，抢筹
席位上出现了中信证券总部（ 非营业场
所），业内一般将这种席位视为机构，该席
位买入929.17万元。而宇顺电子昨天则大
跌9.17%，收报23.86元，龙虎榜显示1机构
逢低买入了320.30万元。

551万
机构助鞍重股份重上发行价

余儒文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