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只ST股获机构押宝 并非全是“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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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市银行半年报看“钱去哪儿了”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凌天亮

重大项目最“吸金”、民营小微贷款受青
睐、房贷更趋谨慎……通过上市银行 2019 年半
年报中信贷投向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
脉动。

国家战略、重大项目最“吸金”

从多家银行的半年报数据看，国家战略、
重大项目等领域是银行信贷投放的重点。

上半年，工行项目贷款增加 2537 亿元，占
整个公司贷款的一半左右，集中在京津冀、长
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6 月末建行在
基础设施行业领域贷款余额 36088.67 亿元，在
公司类贷款和垫款中的占比为 52.71%；农行上
半年新增重大项目贷款 5760 亿元，重大项目营
销入库数增加到13576 个。

“我们积极支持重点领域、重大项目、重点
工程，助力实体经济补短板，在水利、交通、能
源等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上增加 3558 亿元，占法
人贷款增量的61.39%。”农行副行长王纬说。

从业绩发布会释放的信息看，各银行服务
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很高，国家重大战略、基础
设施补短板的领域、先进制造业等仍是今后信
贷投放的重点。

“预计全年贷款增加量会比去年有适度增
长，今后在结构上会更加注重确保对国计民生

重点项目的资金供给，特别会加大对于制造业
的金融支持，积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工行
行长谷澍表示。

招商银行表示，下半年将重点优化调整贷
款结构。“高度关注以新动能和高新技术企业
为主的制造业、交通运输和仓储行业、绿色环
保节能行业等。”招商银行行长助理李德林说。

专家表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供血”能力
和效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当前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更加精准到位，充分发挥了对经
济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

民营小微企业受青睐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 30%以上。从半年报数
据看，几家大型银行已经阶段性完成该目标。

上半年，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比
年初增加 1301 亿元，增速超过 40%。农行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 1365 亿，增速
36.45%。建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
2210.47亿元，增速超过36%。

发力小微金融会不会是一时之举？多家
银行高管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要把普惠金融
作为业务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要长期坚持下

去。”工行副行长胡浩表示，要从资源分配、考
核机制、资金价格、产品创新、落实尽职免责以
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把小微金融真正

“做实”。
招商银行也表示，进一步优化客群结构，

首先就是稳步发展小企业业务，把围绕核心企
业的小企业供应链业务作为破局点，在控制风
险的前提下，努力服务好小企业。

专家表示，各家银行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
明显加大，除了各项政策的支持外，大数据、互
联网等技术的应用，解决了传统模式下服务小
微企业的成本和风控的难题，银行服务小微企
业的能力和积极性提升。

投放房贷更严格审慎

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下，各家银行对
房地产贷款投放更为审慎。

近年来，不少上市银行发力零售业务，但
从零售贷款结构可以看出，银行更注重多元化
的发展方向，对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投放更加
审慎，有的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增速正在下降。
上半年，农行非住房类个人贷款比年初增加了
1617 亿元，增速为 16.1%，高于个贷平均增速
7.07个百分点。

“我们大力发展个人消费贷款，包括个人

快贷、信用卡、小微快贷，形成零售板块上的
百花齐放。未来按照监管要求，个人住房贷
款将会保持稳健发展的态势，但同时各项其
他个人贷款也会稳步发展。”建行副行长廖
林说。

对下半年的房贷走势，各行的态度更加审
慎严格。王纬表示，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方
面，农行将落实好最低首付款比例、收入偿贷
比等指标，加强借款人资质审核以及首付款来
源收入真实性核查，严防虚假按揭和个人消费
贷款挪用于购房。

招行副行长王良表示，对房地产贷款采取
更加稳健、审慎的投放策略。今年对新增房地
产开发贷款仍坚持限额管理，预计下半年房地
产开发贷款投放会非常少。

专家表示，在居民杠杆水平升幅较快及房
地产调控相关政策约束下，个人住房贷款增速
较上半年将有所放缓。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工、农、中、建
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延续下降趋势。招商银
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等多家股份
制银行的不良率也均有下降。“下半年内外部
经济形势复杂多变，银行业资产质量持续承
压。但是我们有信心持续改善资产质量，保证
资产质量总体平稳。”王纬说。

据新华社

二季度16只ST股成机构宠儿

“戴帽加星”的ST板块，一向都是垃圾股
的代名词，除了期盼获取暴利的游资外，很少
有诸如基金这样的主流机构参与交易，但是从
已公布完毕的上市公司2019年中报看，机构
投资者对ST股的看法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记者结合上市公司中报以及基金公司中
报披露的信息发现，截至8月31日，沪深两市
共有ST类上市公司141家，其中有59家公司
在报告期内获得公募基金、阳光私募基金、券
商、QFII、保险以及社保等机构投资者持有，
机构投资者持有相关 ST公司的股票总量约
14.51亿股，较今年一季度环比增长约5.66%。

具体而言，*ST东网在报告期内被各路机
构投资者合计持有507.33万股，机构投资者持
股量环比增长 410.78%；ST准油则在报告期
内获得机构投资者持有393.73万股，环比增长
140.08%。此外，*ST 生物、ST 宜化、*ST 信
威、*ST欧浦等14只ST股也在报告期内不同
程度获得机构投资者的增持。

随着机构投资者对ST股关注度的提升，
部分ST股甚至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机构重仓
股，比如*ST欧浦在报告期内吸引了包括瑞阳
2016-2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创金合信基
金、云南惠潮投资合伙企业等机构投资者入
驻，机构投资者持股量达到 7221.45 万股，占
*ST欧浦总股本的6.84%。而ST安通则获得
了平安信托*汇安990号集合资金信托、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近3.11亿
股，占其总股本的24.32%。

机构押宝ST股“脱胎换股”

据了解，机构投资者之所以加大对ST股
的关注，主要还是因为机构投资者看上了相关
个股基本面出现“脱胎换骨”改变的预期。以
ST南风为例，该公司上半年得益于完成资产
重组以及资产出售，公司上半年实现扭亏为
盈，盈利约644万元，公司“摘帽”的概率大增，
进而获得摩根士丹利持有195.56万股。无独
有偶，*ST集成、ST亚邦等获得机构投资者入

驻的ST股也都存在资产重组或管理层换血等
有可能推动基本面转好的事件预期。

“机构投资者对ST股的把握还是比较靠
谱的。”广发证券投资顾问王立才表示，今年以
来已有17家ST公司成功实现“脱帽摘星”，其
中有 10家公司在 2018 年年底有机构投资者
入驻的记录，比如今年8月 15日“摘帽”的武
汉凡谷在2018年年底时便已被证金公司、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等机构投资者持
有。通常情况下，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涉足ST
类的股票比较谨慎，只有在看到业绩变好有望
摘帽的前提下才出手投资，或者已获知相关
ST股有确切的消息可以重组并有望成功，总
之，机构投资者看中的ST股大多具备基本面
大幅改善的可能。

部分重仓ST股短线爆发力强

虽然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ST股的关注有
所升温，但业内人士也提醒投资者并非所有
ST股都有较好的投资潜力。王立才指出，那
些具有基本面扭转预期的ST公司受到投资者
的关注并不奇怪，由于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受经
济增速放缓影响缺乏普遍的业绩推动性机会，
因此资产重组的机会又再度受到机构投资者
重视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参与ST股的炒作对
普通股民而言仍属于高风险，因此股民在介入
ST股时更需要谨慎，可适度关注机构投资者
参与程度较深的公司，比如连续三个季度获得
机构投资者持续持有并且没有大规模减持记
录的ST股，股价在8元以下，股本相对偏小的
ST股。

华龙证券投资顾问刘伟则认为，由于中
报披露存在信息滞后性，投资者并不清楚机
构投资者在 7 月份后是否改变了对相关 ST
股的判断，不过从经验出发，机构投资者在大
举买入ST股时，往往会推动相关个股放量上
冲，有鉴于此，近期存在底部放量迹象、8 月
份以来缺乏有效上涨、中报业绩出现好转的
机构重仓 ST股很可能有走出短时上冲行情
的可能，对近期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有机构席
位介入、机构席位交易较活跃的ST股投资者
需格外关注。

今年下半年以来一路走高的沪镍主力合
约在周一强势爆发直接封住涨停，业内人士指
出，由于全球镍矿主要产地之一的印尼提前禁
止镍矿出口，供需失衡的镍价仍有上行的空
间，沪镍主力合约将继续获得多头的支撑。

沪镍主力合约价格强势涨停

伴随着铁矿石高位震荡回落，沪镍从7月
份开始成为今年国内商品期市“领头羊”。据
统计，今年前8个月，沪镍主力合约涨幅已达
48.53%，同期鸡蛋、沪金、沪银、铁矿石涨幅分
别为26.69%、24.26%、24.14%、23.35%。

进入9月份，市场对沪镍品种的炒作有增
无减，周一沪镍主力合约开盘即封涨停，报
139660 元/吨，再创其上市以来的价格新高。
伴随镍价的持续上行，多头入场追捧沪镍品种
的迹象也越发明显。持仓方面，截至最近一个
交 易 日 ，沪 镍 净 多 头 前 十 合 计 净 多 持 仓
113947 手，净空头合计净空持仓 101722 手，
数量上前者较后者高出12.02%。其中，沪镍
多头在中信期货席位上的净多持仓量已经达
到18801手，建信期货、首创期货、中粮期货、
宏源期货等席位持有的沪镍净多持仓量也均
超过了10000手。

资金方面，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以来沪
镍品种净流入资金规模已达66.67亿元，位列
商品期货榜首位置，而同期在国内商品期货资
金净流入量上排名第二、第三的白银、黄金净
吸纳的资金分别不过43.15亿元、34.02亿元。

据了解，导致周一沪镍主力合约开盘涨停
的直接原因是全球镍矿主要产地之一的印尼
提前禁止镍矿出口，上周五印尼能源和矿产资
源部表示，从2019年 12月底开始，含量低于
1.7%的镍矿石不再允许出口。印尼自2017年
起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镍资源生产国，我国自印

尼镍矿进口占总进口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沪镍品种价格仍有短期上行空间

信达期货分析师周蕾判断，这波由于提前
禁矿引发的炒作最终落地，叠加菲律宾高品位
镍矿资源枯竭等因素，未来矿价成本抬升是必
然现象，因此镍价短期将延续成本抬升的上涨
逻辑。类比2014年禁矿后镍价的表现，沪镍
仍存在上涨空间，考虑到镍供需缺口+库存低
位+新增需求，这波镍价上涨应该是慢牛行情
的延续。随着沪镍持仓不断创新高，叠加基本
面消息的实质利好配合，镍价上涨存在投机和
基本面双重支撑。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仍是
镍矿问题，至于不锈钢和镍生铁投放利空等问
题，需要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才会加剧矛盾演
化。总体来看，镍价大方向依然是看多，短期
镍价有望继续创新高。

国信期货研究员顾冯达指出，印尼自
2017年起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镍资源生产国，
我国自印尼镍矿进口占总进口量的三分之一
以上，2014年的禁矿令使得镍价在当时半年内
涨幅近50%。如果印尼全面禁矿提前至今年，
则以印尼现有的镍铁、RKEF产能来看将完全
无法消化印尼镍矿产量，将会带来2022年以前
全球镍资源的严重短缺，在当前全球镍市已经
出现窄幅缺口的情况下或大幅抬升镍价。预计
镍现货价格有望上涨至141000元/吨附近，沪
镍主力合约预计短线也将强势上涨。操作上，
建议沪镍主力合约在137000元/吨上方位置做
多，止损位在135000元/吨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伴随镍价的狂飙，A股市
场中的相关概念股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动，周
一青岛中程、盛屯矿业开盘均报涨停。据记
者梳理，目前A股市场中主营业务与镍资源
开发、生产关联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主要包括
青岛中程、鹏欣资源、盛屯矿业、格林美、兴业
矿业等股。

虽然在传统上 ST板块并不是机构投资者关注的重
点，但是从刚刚完成披露的上市公司2019年中报透露的
信息看，机构投资者正悄然加大对ST板块的关注。业内
人士表示，机构重仓的ST股很可能潜藏着基本面大幅改
善的预期，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这类ST股具备较强
的短线爆发潜力。

主力合约价格创历史新高
供需失衡引发“妖镍”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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