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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北向资金大规模流向A股

净流入近 400亿元，占全年比重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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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见习记者 袁婵 记者 梁诗柳

昨日，A 股三大股指收跌，沪

指失守 3000 点。 但盘后数据显

示， 尽管昨日北向资金小幅流出，

但在此之前， 北向资金已连续 12

天净流入。 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半

年报数据显示，QFII 二季度重仓

持有 293 只个股， 重仓持股市值

同比增长了 13%。 按照计划，本月

开始至 11 月，A 股将迎

来三大国际指数的密

集增配期。 标普

道琼斯指数纳

入 A 股以及富

时罗素指数扩

容，将于 9月 23

日开盘生效。

9月北向资金持续扫货

昨日，沪指、深成指双双下跌。 盘

后数据显示，昨日沪股通和深股通态

度出现分歧。 同花顺数据显示，昨日

早盘，沪股通加速流入，而深股通却

持续流出。 然而午后，两者角色互换。

截止收盘，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出 5.18

亿元， 其中沪股通净流出 7.05 亿元，

深股通则逆市净流入 1.87 亿元。

而在此之前，北向资金对 A 股青

睐有加，沪股通和深股通立场一致开

启“买买买”模式。 如在 9 月 16 日，当

日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 9.10 亿元。其

中沪股通净流入 4.19 亿元，深股通净

流入 4.91 亿元。 Wind 数据显示，9 月

16 日前十大成交股中， 招商银行、保

利地产、美的集团、贵州茅台、华测检

测净买入额居前，分别获净买入 2.33

亿元、1.99 亿元、1.24 亿元、1.20 亿

元、1.04 亿元。 相反，伊利股份、万科

A、 海通证券分别遭净卖出 5.46 亿

元、1.83 亿元、1.28 亿元。

整体来看，进入 9 月以来，北向

资金净流入资金总额已达到 392.92

亿元， 占全年总额的比重超过 20%，

远超 7 月、8 月的累计净流入规模。其

中沪股通 267.12 亿元，深股通 125.79

亿元。

二季度QFII积极加仓A股

实际上， 作为外资代表的 QFII，

在今年二季度就已大举加仓 A 股。

Wind 数据显示， 根据上市公司披露

的 2019 年上半年半年报， 共有 293

只个股在二季度末获 QFII 重仓持

有，重仓持股市值为 1604.56 亿元。相

比去年同期 QFII 重仓持股市值

1411.86 亿元，同比增长了 13%。

具体来看， 截至二季度末，QFII

持仓金额较高的公司基本为金融业，

其中对华泰证券、宁波银行、北京银

行持有较多。 二季度末，荷兰安智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北京银行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为 11.77%，相比一季度

持股不变。 此外，QFII 持有较多的还

有美的集团、南京银行、贵州茅台、恒

瑞医药、上海机场、中国国旅、海尔智

家、格力电器、爱尔眼科、海螺水泥、

重庆啤酒等。

同时受到多家 QFII 青睐的还有

乐普医疗、宝钛股份、启明星辰、聚光

科技、华能水电、华策影视、中国国

旅、华宇软件等。 其中，二季度末，魁

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澳门金融管理

局、挪威中央银行、鼎晖投资资讯新

加坡有限公司均现身乐普医疗前十

大流通股东之列；国家第一养老金信

托公司、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安大

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委员会、瑞士联

合银行集团等则偏爱宝钛股份；此

外，挪威中央银行、比尔及梅林达盖

茨信托基金会、安本环球中国 A 股基

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理公司

持有启明星辰。

增持股方面，12 股获 QFII 增持

数量过千万，其中中国建筑、招商轮

船、宁波银行获赠持股数居前，分别

为 5707 万股、4021 万股、3362 万股。

新进股方面，9 股获新进持股超千万，

其中华泰证券最为突出，获花旗环球

金融有限公司新进持有 8.25 亿股，合

计市值 184 亿元。 除了华泰证券外，

还有万华化学、云南白药、东方财富、

深南电路等。 例如万华化学，新加坡

政府投资有限公司二季度末持有

1346 万股， 占流通股比例为 0.95%，

而香港金融管理局偏爱云南白药，持

有市值占流通股比例为 0.65%。

持续流入与纳入国际指数有关

外资持续流入 A 股市场，同各大

国际指数相继宣布对 A 股扩容有关。

今年 8 月 8 日，MSCI 宣布把中国大

盘 A 股纳入因子从 10%增加至 15%，

这一调整在 8 月 27 日收盘后生效。

同时，富时罗素也将中国 A 股的纳入

因子由 5%提升至 15%， 标普道琼斯

将以可投资权重因子的 25%将 A 股

纳入标普道琼斯的 15 只指数， 上述

两项决定均将于 9 月 23 日开盘生

效。 申万宏原昨日研报称，进入 9 月

以来， 北向资金买入幅度显著增强，

或与多家国际指数公司在 8~9 月的

集中纳入生效有关；在外来资金长期

流入的情况下，A 股市场将迎来活

水，支撑市场长期走强。

除了各大国际指数将 A 股纳入

因子比例提升推动了外资的加入，国

家政策也是外资持续流入的推动力。

前海开源经济学家杨德龙在接受信

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外汇管

理局决定取消 QFII 和 RQFII 投资额

度限制，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

重要一步，也是推动 A 股国际化的一

个重要措施，这同样有利于进一步吸

引外资。 此外，从国际市场的比较来

看， 当前 A 股市场的估值处于最底

端，沪深 300 的估值仅仅相当于美国

道琼斯指数估值的一半，A 股市场的

投资吸引力进一步凸显。 外资大量流

入 A 股市场将改变 A 股市场的生

态。 现在市场对于价值投资的认识也

越来越深入人心，外资主要着眼于中

长期投资，并且重视基本面研究。 外

资大量流入之后，将会改变 A 股的定

价模式，所以建议投资者及时转变投

资理念，抛弃过去炒消息、炒题材的

模式，转为真正的价值投资，坚持基

本面选股，远离绩差股和题材股。

华创证券：

9

月

10

日，外管局发布消息，取消

QFII

和

RQFII

投资额度限制，同

时也取消了单家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备案和审批以及

RQFII

试点国家和地

区限制。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是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又

一重大改革举措，有利于提升境外投资者参与

A

股市场的便利性，长期来看

将吸引更多外资资金进入

A

股市场。

申万宏源：随着三大国际指数全部纳入

A

股，进入

9

月以来，北向资金买入幅

度显著增强，这与多家国际指数公司在

8- 9

月集中纳入生效有关；在外来资

金长期流入的情况下，

A

股市场将迎来活水，支撑市场长期走强。

天风证券： 北上资金的持股数据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外资持股风格偏好的侧

面证明。以陆股通持股占自由流通股比例数据为参考，高净资产收益率的成长

性白酒龙头，以及少量食品龙头格外受外资青睐。继续大力推荐食品饮料龙头

公司，核心推荐五粮液、贵州茅台、山西汾酒、洋河股份，建议关注泸州老窖，食

品类大力推荐伊利股份、中炬高新、绝味食品，另外可关注海天味业、白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