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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月最后一个工作日结束，公募基金
2020年年报全部披露完毕。

相比起之前披露的四季报只公布前 10 大
重仓股，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在年报中完整看到
每一只基金在去年底的所有持仓，基金经理备
受关注的“隐形重仓股”(即基金全部持股中排
名第11-20位的个股)也随之浮出水面。

同时，为了更好地追寻公募基金的持仓轨
迹，从近十年(2011~2020年)的公募基金年报几
万条持股数据，可以大概率总结出公募基金四
大持仓核心，找到了公募基金真正的底仓，也为

“抱团学”添砖加瓦。

隐形持仓达42.8%

根据公募基金2020年年报，数据显示，公募
基金持股总市值达5.21万亿元。而更早前披露
的2020年公募基金四季报(只披露前十大重仓
股)显示，公募基金持股总市值为 2.98 万亿元。
也就是说，公募基金隐形持仓股(全部持仓中前
十以外的个股)持股总市值为2.23万亿元，占公
募基金持股总市值的42.8%。

数据显示，2020年四季度，公募基金持仓市
值最大的10只股票分别是：贵州茅台、五粮液、
中国平安、美的集团、宁德时代、腾讯控股、中国
中免、泸州老窖、隆基股份、迈瑞医疗。

以2020年年报披露为准，数据显示，去年公
募基金持仓市值最大的10只股票分别是：贵州
茅台、五粮液、中国平安、美的集团、宁德时代、
中国中免、腾讯控股、立讯精密、隆基股份、泸州
老窖。

和去年四季度相比，年报所披露的前五大
持仓股名单并未发生变化，但是由于四季报只
公布前10大重仓股，年报则纳入了前10以外的
持仓股，第 6 至第 10 的个股排名发生了变化。
其中，利用隐形持仓抬升自己“地位”的有立讯
精密，若是根据公募基金四季报，按前 10 大重
仓股统计排名的话，其只能是公募基金的第11
大重仓股，但若算上隐形持仓，其就成了公募基
金的第 8 大重仓股。此外，中国中免也借助隐
形持仓抬高了自己的排名。

当然，也有公司在算上隐形持仓后，排名却
不升反降。比如腾讯控股、泸州老窖，按前 10
大重仓排名的话，其分别是公募基金的第6、第
8大重仓股，但算上隐形重仓，就变成公募基金
的第7、第10大重仓股。

5只个股成为绝对抱团核心

对比过去十年，公募基金对于单一股票的
持有市值，在 2020 年底首次突破了千亿大关。
这一突破，就是两家公司。这两位绝对核心是
谁？

贵州茅台和五粮液。与此同时，公募基金
对于中国平安、美的集团、宁德时代的“抱团”程
度也创下历史新高。

机构对于白酒股的抱团，在不同的市场行
情下也有不同的声音。当重仓白酒的基金公司
被调侃成为“世界知名酒庄”，股价调整的时候
一批基金经理被称赞“滴酒不沾”，但实际上，去
年136家基金公司旗下2143只基金或多或少都
买入了贵州茅台，持有茅台的基金总数首次突
破2000只；紧随其后的还有五粮液。

在保险、券商、银行各类巨型金融上市公司
当中，公募基金偏好程度最持久的当属中国平
安。即便是2010年之后，基金对于金融股的抱
团宣告瓦解，对消费股、科技股的抱团轮番兴起，
但对中国平安始终不离不弃，并且十分突出。

可以数一数，从2011~2020年这十年的年报
数据里，中国平安依然是霸占公募基金第一大
重仓股次数最多的一只股票，共计 6 次。而且
从2015年起，公募基金还通过港股通购买了中
国平安H股，2020年持有平安H股的基金也有

66只。
相对于贵州茅台、五粮液、中国平安、美的

集团“老资格”，宁德时代可谓重仓新贵。宁德
时代于2018年6月登陆A股，当年便有328只基
金建仓，在电源设备上市公司中，基金持仓市值
仅次于隆基股份和金风科技。乘着新能源车大
发展的东风，宁德时代顺势狂飙，最近两年持仓
基金数量翻倍增长，并在2020年底暂时成为公
募基金选择的“电池第一股”。

百亿底仓股曝光 10年30只

类似宁德时代这样的重仓新贵，还有不
少。如果将100亿作为基金抱团市值的分水岭，
同时将过去十年基金年报的持仓数据对比，我
们可以找出公募基金2020年的新进抱团股，一
共 68 只。这些股票，不论上市时间是近是远，
均在2020年底第一次被公募基金合计持仓超过
100亿元。

排名第一的并非A股上市公司，而是在港
股上市的腾讯。年报披露，共有74家基金公司
旗下452只基金持有腾讯合计1.45亿股，持仓市
值686亿元。

除此之外，基金对于美团、华润啤酒、香港
交易所、小米集团、舜宇光学科技这5只港股的
持仓市值也在去年底首次超过100亿元。

如果按照行业来区分(按照申万二级行业分
类)，这68只新进抱团股主要来自半导体、化学制
品、计算及应用、医疗服务和饮料制造这几大行
业。几乎把2020年的“网红股”、明星基金经理
持仓个股、知名机构大举定增个股包括其中。

上述68只新进抱团股中，也许有些只是昙
花一现：在今年或未来几年时间里，说不定就会
被公募基金抛弃。如果我们要研究公募基金中
长期真正的“底仓”，那些持仓市值连续多年高
居不下的股票，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依然以100
亿市值作为分水岭，从2020年追溯至2011年年
报，看看这10年里谁最受公募基金真金白银的
欢迎。

难道会有股票在这10年时间里，公募基金
年末持仓市值始终超过100亿吗？答案竟然是
肯定的！除了一开始提到的中国平安之外，还
有一只银行股——兴业银行，也是贯穿牛熊之
后依然被公募基金重仓持有。虽然最近2~4年
里，招商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邮储银行也
都被基金持仓超过100亿市值，但长久性不能与
兴业银行相比。

除了 10 年期之外，最近四年、最近三年和
最近两年也都有上市公司被公募基金连续持仓
市值超过100亿元，共计30只；其他时间则出现
了“断代”。

首先来看最近四年持仓超过100亿市值的
个股，一共有7只。除了贵州茅台、美的集团和
格力电器之外，隆基股份、海康威视、万科A和
保利地产也都在其中。

不过，要算最近三年连续持仓超过100亿市
值的个股，则再次出现明显“断代”(上述7只不
再纳入)，只有恒瑞医药和中信证券符合条件。

数量较多的是最近两年连续持仓市值超过
100亿元的个股，一共21只。这21只也体现了
近两年公募基金的投资思路和市场风向，有酒
有药，有科技有新能源。

当然，机构的底仓也并不是永恒的。有留
就有走，一些曾经众所周知的重仓股，在近几年
的投资偏好当中，已经逐渐被机构减持。也许
要抄机构的作业就是这样，当你还没察觉时，资
金就已经聚集；市场一片沸腾，也许已经到达顶
峰，接下来的事情，可能大家今年春节之后也都
经历了。

我们依然以100亿市值为尺度，来看看近十
年时间里，哪些股票持仓市值下跌至 50 亿以
下。统计之后发现，一共有15只。

（中合）

2020年新进持仓市值过百亿抱团股共68只 10年底仓30只

公募基金隐形持仓达42.8%

近十年公募基金持仓市值大幅减少的股票

代码 名称
时间/最高持仓市值

(亿元)
2020年持仓市

值(亿元)

600535.SH 天士力 2013年/107.28 3.03

601088.SH 中国神华 2017年/117.83 6.8

300070.SZ 碧水源 2013年/110.53 7.66

002456.SZ 欧菲光 2017年/112.96 10.72

000069.SZ 华侨城A 2012年/105.3 10.87

600315.SH 上海家化 2013年/100.08 12.5

600050.SH 中国联通 2011年/109.37 14.7

601857.SH 中国石油 2018年/103.64 15.26

000423.SZ 东阿阿胶 2011年/116.43 22.27

601628.SH 中国人寿 2012年/110.16 28.69

300136.SZ 信维通信 2017年/100.14 31.72

002236.SZ 大华股份 2013年/133.85 44.05

000538.SZ 云南白药 2013年/151.03 45.51

600383.SH 金地集团 2012年/102.69 48.12

601288.SH 农业银行 2018年/100.03 48.61

代码 名称
2020年持有
基金数(只）

2020年持股总
市值(亿元)

所属行业

300750.SZ 宁德时代 1505 761.14 电源设备

601888.SH 中国中免 1417 681.41 旅游综合Ⅱ

002475.SZ 立讯精密 1794 678.21 电子制造Ⅱ

000568.SZ 泸州老窖 1149 646.61 饮料制造

300760.SZ 迈瑞医疗 1257 595.02 医疗器械Ⅱ

603259.SH 药明康德 1357 576.59 医疗服务Ⅱ

000661.SZ 长春高新 1215 460.85 生物制品Ⅱ

600031.SH 三一重工 1270 450.25 专用设备

300015.SZ 爱尔眼科 890 400.71 医疗服务Ⅱ

300059.SZ 东方财富 1198 349.06 证券Ⅱ

002027.SZ 分众传媒 907 333.8 营销传播

600309.SH 万华化学 1114 297.33 化学制品

002142.SZ 宁波银行 1060 275.26 银行Ⅱ

600690.SH 海尔智家 1089 267.24 白色家电

000725.SZ 京东方A 880 263.39 光学光电子

300413.SZ 芒果超媒 765 244.67 互联网传媒

000001.SZ 平安银行 1084 223.27 银行Ⅱ

603986.SH 兆易创新 455 191.69 半导体

601601.SH 中国太保 921 173.59 保险Ⅱ

000063.SZ 中兴通讯 476 106.39 通信设备

601658.SH 邮储银行 314 102.52 银行Ⅱ

公募基金2019-2020年持仓市值超过100亿的个股

代码 名称
2020年持有
基金数(只)

2020年持股总
市值(亿元)

所属行业

600276.SH 恒瑞医药 1452 533.17 化学制药

600030.SH 中信证券 775 203.72 证券Ⅱ

公募基金最近3年连续持仓市值超过100亿的个股

代码 名称
2020年持有基

金数(只)
2020年持股总
市值(亿元)

所属行业

600519.SH 贵州茅台 2143 1766.54 饮料制造

000333.SZ 美的集团 1674 808.47 白色家电

601012.SH 隆基股份 1486 653.35 电源设备

002415.SZ 海康威视 1087 564.86 电子制造Ⅱ

000002.SZ 万科A 1165 336.85 房地产开发

000651.SZ 格力电器 1131 237 白色家电

600048.SH 保利地产 1007 205.16 房地产开发

公募基金最近4年连续持仓市值超过100亿的个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