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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中国基金报记者 张燕北

公募基金2021年四季报陆续披露，基金公

司整体持仓情况基本出炉。Wind 数据显示，

2021年四季度，基金配置市值最高的行业为制

造业；医药、白酒和新能源是公募基金必争之

地，前十大重仓股基本来自这几个行业。个股

方面，基金重仓股仍为贵州茅台、宁德时代，但

对这两只股票有所减仓。

制造业最受公募青睐

制造业依然深受公募青睐，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四季度获

得基金加仓；采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股

票遭到减持。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21 日，已披露

2021年四季报的公募基金，持有制造业市值合

计25012.04亿元，配置比例为34.81%，较三季度

增长2.2个百分点。

持有房地产业市值占基金净值比例从三季度

的0.65%上升到0.84%，加仓幅度仅次于制造业。

此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

房地产业等行业也得到基金小幅加仓。

与此同时，对于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电

力、热力等行业，基金在四季度有所减持。

根据Wind数据，已披露的公募基金四季报

显示，2021年四季度基金最重仓的个股为贵州

茅台；白酒、医药和新能源是公募基金的必争之

地。其它重仓股还包括宁德时代、五粮液、隆基

股份、泸州老窖、药明康德、招商银行、山西汾

酒、立讯精密、洋河股份等。

具体来看，四季度，有830只基金持有贵州茅

台，合计持股5060.27万股，持仓市值合计1037.36

亿元。基金公司中，易方达持有贵州茅台最多，旗

下基金合计持有1194.93万股，市值接近245亿元。

宁德时代同样被基金重仓持有，持有的基

金数量为849只，持仓总市值795.81亿元。从基

金数量上看，重仓宁德时代的公募要多于贵州

茅台，而持股市值也仅相差不到200亿元；从盘

面上看，四季度，贵州茅台股价下跌3.93%，宁德

时代下跌3.21%。

公募基金头号重仓股的变迁也是经济发展

趋势的真实反映。2011年二季度，188只公募基

金重仓招商银行，持股市值排名第一。到2013

年二季度，万科A成为机构最爱。2014年四季

度时，公募基金第一大重仓股变成中国平安。

2019年四季度末，贵州茅台超过中国平安成为

第一大重仓股。

加仓新能源、消费电子
减持白酒、医药

2021年四季度，新能源个股获得公募基金青

睐，锂电、光伏等细分行业获得基金显著增持。

Wind 数据显示，四季度公募基金增持市

值最大的股票为钾锂龙头盐湖股份，加仓市

值合计达到 62.64 亿元；其次是晶澳科技和立

讯精密，增持市值分别为 48.71 亿元和 40.54 亿

元；天合光能位列第四，四季度获公募增持

37.61亿元。

此外，浪潮信息、片仔癀、温氏股份、东山精

密、永兴材料、金地集团等个股也分别获得基金

20亿市值以上的增持。

从基金减持操作来看，遭到减持的股票有

很大一部分是医药和白酒等基金重仓行业，也

有部分金融股遭减持。

基金去年四季度减持市值最大的是锂电池

宁德时代，达到600亿元；其次是贵州茅台和药

明康德，减持市值分别为 555.58 亿元和 487.88

亿元。此外，基金对中国中免、海康威视、五粮

液、东方财富、迈瑞医疗、招商银行等6只个股的

减持市值也超过200亿元。

2021 年四季度多只高端白酒股遭公募减

持，除贵州茅台、五粮液外，还有泸州老窖、酒鬼

酒、洋河股份、古井贡酒。张坤管理的易方达蓝

筹精选去年四季度减持了泸州老窖、贵州茅台、

五粮液、洋河股份等4只白酒股，减持幅度远大

于基金份额缩小的比例。对于白酒板块的操

作，易方达旗下的优质企业三年和易方达优质

精选的仓位变动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

基金2021年四季报显示：

基金减持贵州茅台和宁德时代

中国基金报记者 曹雯璟

截至 1 月 21 日披露四季报的基金中，中欧

基金葛兰管理的多只基金获投资者逆市加仓，

赵诣、冯明远、张清华等知名基金经理继续“吸

金”。

葛兰部分基金获逆市加仓

Wind数据显示，已披露2021年四季报的权

益类基金中，净申购最多的是由石雨欣、陆奔管

理的华安安康A，四季度净申购份额达到55亿

份，规模为141.74亿元。

去年医药板块整体表现不佳，但葛兰管理

的多只医药基金仍获得投资者逆市加仓。中欧

医疗健康去年四季度净申购份额合计近 80 亿

份，该基金最新规模达到 775.05 亿元。中欧医

疗创新去年四季度也获得14.46亿份净申购，基

金最新规模130.94亿元。

此外，鹏华招华一年持有C、招商瑞文A、鹏

华招华一年持有 A、嘉实稳惠 6 个月持有 A、招

商瑞文C、招商瑞信稳健配置C等多只基金在四

季度都获得超过25亿份的净申购。由唐晓斌、

杨冬管理的广发多因子四季度净申购份额达到

22.31亿份，最新规模为233.3亿元。

一些绩优基金经理的产品也在四季度受到追

捧。冯明远管理的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四季度获

得4.23亿份净申购，最新规模增至174.77亿元。

他管理的信达澳银匠心臻选两年持有、信达澳银

核心科技四季度的净申购份额均超1亿份；2021

年，上述三只基金收益率都在45%以上。

2020年的基金业绩冠军赵诣管理的农银汇

理新能源主题基金，去年四季度净申购份额达

到 6.46 亿份，最新规模为 287.52 亿元。赵诣管

理的另外3只基金，农银汇理工业4.0、农银汇理

研究精选、农银汇理海棠三年定开也都获得1亿

份左右的净申购。

不过，由于去年业绩表现疲软，一些知名基

金经理管理的产品遭到赎回。张坤管理的易方

达蓝筹精选四季度净赎回8.24亿份，基金规模

缩676.23亿元。刘格菘管理的广发科技先锋四

季度净赎回 6.67 亿份，最新规模为 183.91 亿

元。傅友兴管理的广发稳健增长净赎回 10.07

亿份，最新规模为 208.29 亿元。李晓星等管理

的银华大盘定开四季度净赎回12.68亿元。

“固收+”基金获青睐

去年下半年开始 A 股市场震荡加剧，“固

收+”基金四季度逆市获得投资者显著申购。

Wind 数据显示，已披露四季报的基金中，招商

安华A、易方达稳健收益B四季度净申购份额分

别高达 137.34 亿份、135.42 亿份，暂居“固收+”

吸金第一、二；易方达裕祥回报、易方达稳健收

益A四季度净申购份额分别为84.19亿份、59.93

亿份，另有6只“固收+”产品四季度净申购份额

超30亿份。

值得注意的是，固定收益领域的“千亿基金

经理”张清华管理的易方达丰和四季度净申购

份额达31.33亿份，规模增至278.62亿元。

知名基金经理四季度强势吸金

中国基金报记者 李树超

基金2021年四季报陆续披露，知名基金经理、绩

优基金经理如何把脉后市，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目前已经披露四季报的绩优基金经理，仍分为

价值风格和成长风格两类，前者追求有安全边际的

投资，看好受益于“稳增长”预期的低估值板块，包括

金融、地产等；后者则更为青睐高景气度指标，将集

中在新能源、芯片、军工等细分领域挖掘投资机会。

部分绩优基金青睐低估值
券商、地产、基建被看好

价值派基金经理更为偏爱具备安全垫的价值

股。广发多因子基金去年的收益率达到89.03%，基

金经理唐晓斌和杨冬在季报中分析，2021年四季度，

市场呈现出明显的“高低切换”，新能源等行业出现

回调，地产、消费等行业表现较好。未来，他们依然

看好大资管行业，尤其是龙头公司，无论是投行业务

还是融券或衍生品业务，都有着明显的头部化趋势。

中庚小盘价值基金经理丘栋荣表示，投资思路

上，该基金将坚持低估值价值投资理念，精选基本面

风险降低、盈利增长积极、估值便宜的中小市值个

股，构建高性价比的中小盘组合，力争获得可持续的

超额收益。丘栋荣重点关注三个投资方向：一是制

造业中具备独特竞争优势的细分龙头公司，既包括

传统制造业，更包括新材料、零部件、元器件等具有

技术工艺壁垒的制造业；二是低估值的中小盘周期、

金融类公司，如煤炭、能源类存量优质资产；三是其

他中小盘类个股，特别是公用事业、环保等传统低估

值行业中的小盘价值股，以及计算机、传媒、电子等

偏成长行业的部分中小盘成长股。

中欧价值发现基金经理曹名长表示，2022年，在

稳经济的政策前提下，那些估值较低且与宏观经济

关系紧密的地产、基建、金融以及可选消费行业，可

能会有不错的表现。相反，那些在过去几年过度透

支的一些行业，在新的周期里难以有所表现，正如

2016年和2017年两年所体现的一样。

广发双擎升级是刘格菘的代表基金，他认为风

格分化的局面在2022年可能会延续，“全球比较优势

制造业”方向资产的成长持续性、盈利增速预期依然

很乐观，未来基金的资产配置依然以这些方向为主，

将从供需格局出发，用产业的眼光去寻找优秀企业

并伴随伟大企业共同成长。

成长基金追逐高景气度

在低估值板块之外，部分绩优基金经理则追寻

高景气度指标，力争在新能源、芯片、军工等景气度

板块中继续挖掘投资机会。

王睿和孙浩中共同管理的信诚新兴产业，去年

净值涨幅达到76.7%。两位基金经理表示，将持续寻

找以能源变革为核心的泛制造领域具备较高性价比

的标的，实现净值的长期稳健增长。

华安文体健康主题基金经理刘畅畅表示，基金

在报告期维持中性仓位，在新能源、公用事业、医药、

传媒等板块有所增配。

创金合信气候变化基金经理曹春林表示，从中

长期来看，中国谨慎的宏观政策有助于经济的风险

释放和结构转型升级。鉴于房地产市场在各种调控

政策下已于三季度明显降温，虽然通膨会是市场的

一个问题，但货币政策没有太大的紧缩空间，系统性

风险不大，且未来大概率中国市场表现会优于国外

市场。投资上，曹春林表示将继续关注景气度高的

成长性个股，业绩高增长大概率能抵御估值压缩的

风险，并有望获取正收益。未来，基金组合还将关注

景气较高的核心资产，重点关注新能源汽车、光伏行

业的龙头个股。

赵诣和邢军亮管理的农银汇理新能源主题，去

年收益率56.2%，他们在基金四季报中表示，对于光

伏行业，考虑到股价已经跑在了基本面的前面，在估

值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性价比相对较差，只能以更长

的时间维度来选择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对于新

能源车，仍然属于确定性和增长速度都非常高的板

块，整个电池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排产仍处于较高水

平，明年从板块的角度会出现分化，考虑到电池环节

处于多应用共振的情况，因此需要选择有核心竞争

力的公司。组合将继续维持以新能源车电池及材料

为主的配置思路，同时叠加光伏、军工、车规级半导

体等高端制造业。

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基金经理冯明远表示，去年

四季度，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新能源板块

高位震荡、低估值板块逐渐走出弱势状态、小市值公

司持续强势等，基金重点配置了新能源车、新材料、光

伏、风电、高端装备、半导体等领域。“全球的能源产业

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能源的使用比例不断增加，将

在未来50年逐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主流地位。这

一过程应该是不可逆的。我们相信这个变化过程中，

中国将涌现出大量伟大的企业，我们希望与这些伟大

的企业一起共同成长。”

绩优基金经理把脉后市：

A股或延续风格分化
在细分行业挖掘机会

中国基金报记者 方丽

截至1月21日，81家基金公司旗下2856只

权益类基金（包括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披

露了2021年四季报。在这个阶段的投资中，权益

基金更多依靠调整持仓结构来应对市场变化，根

据Wind资讯的统计，各类偏股基金股票仓位四

季度均微幅上升，股票型基金仓位维持在89%的

高水位；超过七成的基金公司选择增仓。

Wind 资讯对基金季报所做的统计显示，

2021年四季度，包括开放式股票型、开放式混合

型和封闭式股票基金在内的偏股基金股票平均

仓位为75.4%，较前一季度上升1.85个百分点。

其中，可比的封闭式基金平均仓位为85.05%，较

三季度末上升2.42个百分点，是四季度仓位增幅

最高的一类偏股基金。混合型基金的仓位为

72.74%，较去年三季度末上升1.96个百分点。而

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去年四季末平均仓位达到

89.81%，较前一季上升了1.14个百分点。考虑到

基金要保持一定现金仓位来应对流动性，股票型

基金的整体仓位处于较高水平。

在已披露季报的81家基金公司中，相比去

年三季度末，77.78%的基金公司（含券商公募）

旗下基金四季度整体仓位上升，显然是在为

2022 年投资做准备。在 81 家公司的可比数据

中，有63家公司旗下基金仓位上升。

基金公司中，华融基金整体仓位由去年三季

度的28.98%大幅上升至四季度的61.93%，加仓

32.95个百分点，是加仓幅度最高的基金公司。东

吴证券也在去年四季度大幅加仓30.12个百分点

至65.08%。山西证券、中金公司、惠升基金、招商

资管等加仓幅度也超过了14个百分点。

但同时也有一批基金公司在去年四季度进

行了减仓操作。西藏东财减仓力度较大，该公

司去年三季度平均仓位为90.58%，而到了四季

度末已降至 82.29%，期间下降 8.29 个百分点。

此外，华泰资管、先锋基金、新沃基金、华安基金

旗下基金的股票仓位也出现降低。

从绝对仓位看，基金公司平均股票仓位有

10家超过90%，“80%~90%”区间的有26家。其

中，仓位较高的基金公司为招商资管、东方阿尔

法、睿远、广发资管、中庚基金、信达澳银、瑞达

基金等。有4家公募的平均股票仓位低于40%，

鹏扬基金、安信基金、中加基金、博远基金的平

均股票仓位均偏低。

从单只基金上看，二季度有1667只权益类基金

选择加仓，占比达到63%（可比数据）。而从绝对仓位

来看，股票仓位在90%以上的基金达到1319只。

2021年四季度权益基金小幅加仓
股票基金平均仓位达到89%

数据截至1月21日 张燕北/制表

基金2021年四季度重仓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