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排名 管理人 总资产（元） 收益率 持仓标的 月度排名 收益率 管理人

第1名 王军胜 1283100 28 . 31% 中国平安、东阿阿胶、美的集团、五粮液、海澜之家 第1名 10 . 18% 李阳

第2名 景奉平 1190600 19 . 06% 东方园林、英可瑞、国机汽车、旋极信息、大族激光 第2名 8 . 91% 景奉平

第3名 冯国柱 1132800 13 . 28% 福耀玻璃、首钢股份、新希望、中设集团、保利地产 第3名 8 . 37% 董世浩

第4名 盛立高 1130000 13 . 00% 平安银行、信维通信、千禾味业、英飞特、中石科技 第4名 8 . 36% 徐玮

第5名 张雨晨 1125700 12 . 57% 新智认知、中国电建、中国交建、复星医药、安康卫视 第5名 7 . 79% 张建忠

第6名 王成果 1109800 10 . 98% 同花顺、安信信托、中材国际、皖新传媒、浙江医药 第6名 7 . 39% 孙威特

第7名 李阳 1109700 10 . 97% 隧道股份、合盛硅业、美凯龙、英可瑞、中文传媒 第7名 7 . 35% 张晓欣

第8名 孙威特 1108200 10 . 82% 新城控股、复星医药、欣旺达、华灿光电、国祯环保 第8名 7 . 31% 高献新

第9名 张晓欣 1099700 9 . 97% 信维通信、金风科技、新智认知、中天科技、三安光电 第9名 6 . 69% 于凯

第10名 赵昕宇 1082600 8 . 26% 千禾味业、光环新网、格力电器、飞科电器、复星医药 第10名 6 . 63% 张继超

第11名 毛德旺 1073600 7 . 36% 五粮液、长城汽车、中航资本、金螳螂、亨通光电 第11名 6 . 61% 田荣

第12名 张建忠 1071400 7 . 14% 浙江医药、天保基建、大华股份、海康威视、马应龙 第12名 6 . 43% 杜海梅

第13名 张玉川 1069200 6 . 92% 科迪乳业、唐德影视、粤泰股份、世运电路、联建光电 第13名 6 . 37% 董文博

第14名 姜艳杉 1064700 6 . 47% 招商蛇口、海螺水泥、中天科技、大华股份、浙江医药 第14名 6 . 23% 刘金江

第15名 孙帅 1060800 6 . 08% 福耀玻璃、威孚高科、金螳螂、澳洋顺昌、雪榕生物 第15名 6 . 13% 郭润龙

第16名 张继超 1054200 5 . 42% 华测检测、长盈精密、大北农、太阳纸业、万年青 第16名 5 . 95% 盛立高

第17名 陈晓明 1053400 5 . 34% 贵州茅台、新城控股、格力电器、复星医药、安信信托 第17名 5 . 93% 王成果

第18名 崔旭明 1048400 4 . 84% 中科创达、深冷股份、南华仪器、百邦科技、名雕股份 第18名 5 . 86% 宋春胜

年度赛开赛日2018年10月14日，业绩基准沪深均值，基准日5082 . 60点。2月11日收盘5286 . 48点，涨幅4 . 01%。参赛人数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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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首个交易日没有让A股各方
失望，而是延续了狗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的上涨行情，迎来开门红。权重股和题
材股全面走强，深市各指数涨幅均逾
3%。
2月11日，上证综指以2613 . 17点

开盘，逐渐震荡上行，午后涨幅扩大，最
终报收2653 . 90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35 . 66点，涨幅为1 . 36%。深证成指收
报7919 . 05点，涨235 . 05点，涨幅为
3 . 06%。创业板指数收报1316 . 10点，
涨幅为3 .53%。中小板指数涨3 .39%至
5174 .37点。
沪深两市个股几乎全面飘红，上涨

品种达3555只，下跌品种仅91只。不计
算ST个股，两市约70只个股涨停。板块
概念方面，猪肉、乡村振兴、盖板玻璃涨
幅居前，涨幅超过5%；银行、油气管网、
中石化系是仅有的几个下跌板块，跌幅
都在1%以内。当日，沪深B指也随之上
涨。上证B指涨0 . 95%至277 . 93点，深
证B指涨2 .43%至896 .04点。
猪年春节期间，国际上主要资本市

场走势较为平稳。与A股运行相关度较
高的指数中，美股走势相对较强，港股
恒生指数低开高走，在A股放假期间获
得一定涨幅。相较之下，欧、日股指相对
偏弱。
2019年以来，A股市场的表现在

各大市场中可谓亮眼，沪深300指数截
至2月11日累计涨幅已近10％。外资流
入也呈现加速迹象，市场数据显示，1月
沪深股通的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
606 . 88亿元，创互联互通机制设立以
来的单月净流入新高。
工银瑞信基金认为，当前A股市场

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在近期政策面暖风

频吹，政府各部门稳增长和促改革等政
策信号持续释放，预计短期市场风险偏
好还将处于改善趋势中。中长期来看，
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推进，
资本市场各项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投
资者结构的优化，当前A股市场的投资
性价比不断凸显。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

运行中不断闪现的亮点也给资本市场
吹来了徐徐暖风。
据商务部监测，除夕至正月初六（2月
4日至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
售额约1005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
长8.5％，首破万亿元大关。在东方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邵宇看来，春节期间我国消费
市场呈现出温和增长的局面，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消费升级的态势。他认为，中国
经济转型、发展质量提升已在路上，实体
经济将会不断传出好消息。
新的一年，资本市场的行情走势牵

动着市场各方，大家期待更多、更深入
的改革开放政策能激发出更多的市场
活力。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的不确定因
素，中国资本市场正在逐步走向“规范、
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也将为中
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助
力。

据新华社

外资加速流入A股市场的势头越
来越明显。WIND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以来短短23个交易日中，互联互通
机制下的沪股通净流入资金已经达到
了367 . 73亿元，深股通净流入资金则
达到了294 . 61亿元，北向资金净流入
合计达到662 . 35亿元。从成交情况来
看，23个交易日中，沪股通和深股通
有20个交易日呈现净流入状态。从历
史数据来看，沪股通2019年1月份的
净买入规模，仅次于刚开通时的2014
年11月；深股通则创下了单月净流入
历史新高。
实际上，外资在2018年就已经大

幅“抄底”中国股市。招商证券研究显
示，2018年，虽然外资持有的A股资产
规模出现小幅缩水，但并未减持A股，
反而进行了积极增持，规模的下降主
要归因于估值因素影响。根据此前的
陆股通数据以及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
报表，境外机构在2018年对A股进行
了积极增持，通过陆股通的净增持累
计达2942亿元，而如果根据央行最新
公布的全口径数据并扣除估值因素进
行估算，2018年外资累计增持A股规
模达3355亿元。简单推算可知，外资
2018年在A股市场累计亏损了大概
3600亿元。
国金证券研究显示，截至2019年

1月，北上资金持有A股市值7853 . 27
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2 . 14%，外资已
经成为A股参与者中不可忽视的重要
力量。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家
外汇管理局11日数据显示，截至2019
年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879
亿美元，较2018年12月末上升152亿
美元，升幅为0 .5%。
“2019年1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
本平衡，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国家外
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
说，1月份全球金融市场上，主要非美元货
币相对美元汇率上升，金融资产价格有所
上涨。受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估值

因素影响，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管涛表示，从已经公布的数据上看，
2018年前三季度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
本平衡，外汇储备实际资产的变化并不
大。此次显示外汇储备规模增加主要是
受到估值因素的变化。
“1月份美元贬值，同期的债券、股
票等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带动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的增加。”管涛说，债券投资在
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中占有比较重要的

份额，因此市场价格变动对外汇储备规
模的影响较为明显。
王春英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

面临放缓压力，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较多，但我国经济继续保持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国际收支呈现
自主平衡格局，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
定提供了坚实基础。
王春英说，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在波动中保持
总体稳定。

中国证监会2月11日在官网刊文
指出，上市公司应当于首次披露重组
事项时向证券交易所提交内幕信息知
情人名单。
证监会在其官网刊登《关于强化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
问题与解答》，文章指出，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其他交易各方，以及提供
服务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等相
关主体，应当切实履行保密义务，做好
重组信息管理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工作。上市公司应当于首次披露重组
事项时向证券交易所提交内幕信息知
情人名单。 中新

猪年首个交易日，A股开门红
今年以来A股市场表现亮眼，当前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投资性价比不断凸显

不惧调整积极增持
外资加速流入A股

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事项
应提交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上升152亿美元

截至2019年1月末达到3087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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