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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随着公募基金2018年四季报披露落下帷幕，公募基金经理们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季度中最新操盘线路图也呈

现在了公众的眼前。其中，大幅增持或者新建仓对个股、大幅减持或者清仓的公司均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东方财富网统计数据显示，基金在去年四季度增持和新进了678只个股，其中24只股增持超1亿股，增持

超过 1000 万股的有 135 只个股。中国平安、贵州茅台、招商银行、伊利股份、保利地产、格力电器、万科 A、美

的集团、海康威视和兴业银行是基金目前持股市值最大的十只个股。不过，在这十只大蓝筹股中，中国平安、贵

州茅台等六只个股被减持，仅海康威视、保利地产、万科A和兴业银行四股被增持。整体看，蓝筹中，基金经理

们悄悄在吸筹地产、券商等金融股，与此同时，一些景气行业的成长股也受到了基金经理们的青睐，如光伏风

能、5G通信、新能源汽车等。

公募去年四季报披露结束，增持和新进678只个股

基金操盘动向：24只股增持超1亿股
本报记者 刘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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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电遇上家政，能擦出什么火花？1

月 23 日，海信家电携手三替集团，在杭州举

行战略合作发布会。双方希望，充分利用各

自在家电、家政两大产业的市场领先优势，共

同在家庭这个新场景下把生产者、供应者、消

费者之间的的链条打通。

“家电行业和家政服务业都与国民生活

密切相关，有着刚性需求较强的产品本质，决

定了未来必然的增长性发展趋势。”三替集团

董事长陶晓莺告诉记者，两家企业都共同致

力于探索构建“家+”美好生活产业联盟，这

是牵手合作的关键。

“家电的本质是家，谁能率先布局家庭、

抢夺家庭入口，谁就能赢得物联网时代的竞

争主动权。”在海信集团常务副总裁贾少谦看

来，浙江省是消费大省，发展空间巨大，“之所

以跟三替合作，也是因为海信看中了浙江巨

大的消费市场，是未来发展的新蓝海。”

据介绍，本次合同是产品和服务的双重

融合，打通家电、家政的产业边界，白色家电零

距离迈入家庭。主要合作领域包括：双方开展

品牌宣传和市场营销推广的合作；通过合作渠

道购买双方的家电产品或家政服务专项价格

优惠政策；利用双方的销售终端，重点推进落

地体验店合作建设等。 本报记者 陈婕

家政牵手家电
跨界融合带来什么

政策预期带来机会

尽管目前楼市温度较低，调控政策也没

有明显松绑，地产股也基本被普通投资者遗

忘，但基金经理们已经在悄悄出手了。公募

基金2018年四季报数据显示，全国地产龙头

成为了基金经理眼中的香饽饽，万科A、华夏

幸福、保利地产、金地集团、招商蛇口和绿地

控股被众多公募基金大幅增持。其中，万科

A 是增持市值最大的个股，增持市值高达

34.24 亿元；保利地产增持市值 21.86 亿元；

华夏幸福增持市值为21.43亿元。

券商股因2018年行情低迷，成交量地量

连连，业绩普遍下滑，不过，在科创板即将推

出、质押排雷等利好刺激下，券商股自去年

10 月以来在逐步走强中，国海证券还出现过

四连板的惊艳表现。东方财富网统计数据显

示，券商股也是公募基金增持的重点对象，其

中基金经理们对行业龙头中信证券颇为青

睐，增持市值达 17.4 亿元。而对有互联网基

因的东方财富更是宠爱有加，增持力度超过

了中信证券，增持市值达 23.05 亿元。此外，

对华泰证券和恒生电子也是大幅增持，增持

市值分别为12.93亿元、10.49亿元。

与此同时，“两桶油”、兴业银行和交通银

行等权重股也受到了基金的增持，其中基金

经理们是吃了一大堆的中石油筹码，增持了

10.27 亿股，市值高达 73.75 亿元，是四季度

增持金额最大的个股。相对应的是，“两桶

油”在去年 7 月至 10 月初国际油价连续反弹

之际曾经出现过一波行情，中石油从 7.15 元

涨至9.34元，累计涨幅达30.6%。

高铁股受青睐

对基金 2018 年四季报的统计数据还显

示，基金经理们也很重视政策动向。在去年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基建的

重心不再是房地产，而是“城际交通、物流、市

政基础设施，以及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因此，“新基建”成

为了各路资金追逐的目标，很多机构认为这

将是2019年最具确定性的投资方向。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基金的基金经理表

示，在市场系统性估值见底的背景下，行业基

本面向上的领域必然出现在政府逆周期调节

的行业上，以 5G、特高压、基建为主，这三者

中尤以5G的需求端逻辑最好。

在基金大幅增持的名单中，高铁等轨道、

特高压、光伏风能、5G通信、新能源汽车等行

业龙头均在列，如中国中车、中国中铁、中国

铁建等。其中，投入力度最大的是高铁股，增

持中国中车 54.72 亿元、中国中铁 37.19 亿

元、中国铁建 23.86 亿元。同时，对 5G 通信

龙头中兴通讯增持 19.62 亿元，增持光伏龙

头隆基股份14.81亿元。

昨天，中国移动开通了 eSIM 的服务，

在7个城市（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深

圳、成都）支持 Apple Watch 的蜂窝移动功

能。这意味着，你外出运动的时候，不带手

机，也可以接听电话、查阅微信、听音乐等，出

门不带手机只带表的时代来临了。

据悉，该业务将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2 月进行试行。在试运行的 7 个城

市中，只要办理中国移动 eSIM 业务的用

户，可以在自己手机主号码的账户和套餐下，

添加一下 eSIM 附属智能设备，使得手机与

附属智能设备共用一个号码，任意一个终端

都能拨打电话，而且主号码来电了各个终端

均 有 来 电 提 示 。 另 外 ，主 号 是 中 国 移 动

VoLTE 的用户才能办理移动 eSIM 业务。

此前中国移动一号双终端业务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启动，但仅支持华为 Watch 2

Pro 等极少数智能手表。现在，该业务已经

可以支持苹果手表和苹果手机。从今年的 1

月 23 日到 12 月份的业务试验期间，移动

eSIM 免收业务功能费。大家可以在中国移

动的业务办理页面直接进行办理，并添加或

删除自己的智能手表。而截至目前，国内三

大运营商均已开始 eSIM 业务试运行，只不

过覆盖城市还较少。

那 么 ，开 通 eSIM 服 务 后 ，Apple

Watch 能做什么呢？我们可以理解为，Ap-

ple Watch 配了一张手机卡。由于有了内

置 的 移 动 网 络 ，手 机 不 在 身 边 ，Apple

Watch Series 4 可以打电话、看邮件、聊微

信，也可以在线听音乐。 本报记者 张云山

不带手机照样打电话
移动开通eSIM服务

昨天，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大数据与

统计指数研究院、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新型政

商关系研究”课题组联合发布了“浙江省新型政

商关系亲清指数”，指数从“亲”“清”两个维度，

对浙江省11个地市的政商关系进行评估分析，

构建了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评价体系。

浙江省11个地市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

数”的最高分为 91.8，最低分为 78.2，平均分

为84.7，标准差为4.45，“说明总体水平较好，

差异较小。”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以地市为单位，完成 1860 份大样

本调查，按浙江 11 市人口比例取得 982 创业

者样本作为一手资料，配以大量二手数据。”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吴波说，课

题组依托浙江工商大学经管、统计、法学等优

势学科，经过长期研究、多方征求意见，构建

了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评价体系，助力

浙江建成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标杆省份。

“亲清指数”从分值分布看，可分为三个

梯队：90 分以上的杭州与舟山为第一梯队；

80分以上的宁波、嘉兴、绍兴、温州、金华、湖

州与台州为第二梯队；80 分以下的衢州与丽

水为第三梯队。而浙江省 11 个地市中绝大

多数地区的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力得分在 80

以上，所占比例为 81.8%。地区之间的政府

对企业服务的变异系数为 0.06，排名前三位

的是杭州、衢州、金华。

基于“浙江省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课题组提出了相关

政策建议。比如，提升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力

方面，整合多渠道服务、完善“互联网+政务

服务”相关法规制度。再比如，提升企业活跃

度方面，政府要继续优化制度，营造公平有序

法治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支持更多的创业者

开展创业活动。

本报通讯员 林晓莹 本报记者 王益敏

浙商大发布全省“亲清指数”

杭州和舟山超90分，位列第一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