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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投资者数量快速增长

2021年一季度A股盘点
|| 中航证券　崔婕妤

4 月中旬，正值上市公司年报、一
季报业绩披露窗口，“业绩”成为市场
主流资金的聚焦点。

一、行情回顾

（一）市场全貌
wind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

A 股共有 4234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约
83.48 万亿元，较年初减少 9933 亿元。
其中，沪市增加 1821 亿元，深市减少
11754 亿元。

在过去的一季度，A 股 IPO 显露
“降温”迹象，申报受理数量环比下降，
但同比有一定程度增加，撤单率、被
否率均较去年大幅提高。

截至 3 月末，A 股共 100 只新股
发行上市，合计融资 761 亿元，同比
2020 年一季度的 51 只新股融资 781
亿元，新股数量大幅增加 96%，而融
资金额略减少 3%。其中，上交所共有
57 只新股上市融资 524 亿元，深交所
共 43 只新股上市融资 237 亿元。

（二）行情回顾
一季度，A 股市场宽幅震荡，以

春节为分水岭走出“先扬后抑”的行情，
基金抱团股集体调整。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收盘，各
大主要指数均出现较大跌幅。上证指
数收报 3441.91 点，一季度累计下跌
0.9% ；深证成指报收 13778.67 点，一
季度累计下跌 4.78% ；创业板指报收
2758.50 点，一季度累计下跌 7% ；代
表大盘股表现的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13%，中小板综合指数下跌 4.26%。

（三）成交统计
从成交统计数据来看，A 股市场

一季度成交额达 54.73 万亿元。其中，
1 月份成交额最高，2 月数据有明显回
落，3 月成交额较 2 月略有回升，但仍
低于 1 月水平。

截至|3 月末，年内两市股基日

均 成 交 额|10167 亿 元， 同 比 上 升|
11.22%。

（四）两融余额
一般来说，资金量较大、有一定

技术基础、交易比较活跃且风险偏好
较高的投资者使用融资融券较多，他
们的市场敏感性较强，因此两融规模
也被作为观察市场情绪的重要指标。

截至|4 月|1 日，沪深融资融券余
额|16540.29 亿元，较 1 月份高点下降
616 亿元，但较 2020 年最后一个交易
日的 16190.08 亿元变化不大。其中融
资余额为 15075.44 亿元，变化也不大。

（五）北向资金
从香港进入 A 股市场的钱，称为

“北向资金”，包括沪股通和深股通。
由于其对行情方向的把握相当精准，
被叫做“聪明钱”，也成了 A 股涨跌
的一个风向标。从资金流向来看，北
向资金已连续 6 个月净流入。一季度
共净买入 998.92 亿元，较上一季度的
1151.91 亿元略有回落，但仍达到去年
全年净买入额的 47.81%。

二、市场盘点

（一）板块方面
从行业板块来看，今年一季度，

行业涨跌各半。
截至 3 月 31 日，钢铁、公用事业、

银行、休闲服务等板块的区间涨幅均超
过 10%，分别达到 15.66%、11.50%、
10.51%、10.02%。

同时，国防军工、非银金融、通
信等板块则跌幅超 10%，区间跌幅分
别达到 19.26%、12.5%、11.4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白马股估
值偏高、经济复苏预期增强的背景下，
以化工为代表的顺周期板块受益于市
场风格切换预期，受到多家公募机构
的青睐，多家化工行业的龙头获得机
构的扎堆调研。

（二）个股方面
个股方面，A 股整体涨少跌多，

共1537只个股上涨，2574只个股下跌。
从个股表现看，剔除一季度内首

发上市的企业后，共有 59 只个股一季
度区间涨幅超 50%，其中化学制品板
块的个股数量占比最高，共六只，占
10% ；分属电力板块的共五只，占比
达 8.4%。

此外，共有 140 只个股一季度区
间跌幅超 30%，其中分属计算机应用
和饮料制造板块的个股数量占比最高，
各 10 只，占比各达 7.1% ；专用设备、
半导体各九只，占比各达 6.4%。

贵州茅台依旧是最贵个股，股价
超过 2000 元 ；此外，石头科技、卓胜
威、迈为股份的股价都超过了 500 元。

股价最低的是天夏退，仅 0.21 元。
截至一季度末，还有三只非退市个股
的收盘价低于面值 1 元（即面临着退
市风险），分别为 *ST 鹏起 0.74 元，
*ST 欧浦 0.77 元，*ST 富控 0.82 元。

三、一季报预告

（一）上市公司一季报
在年报披露逐渐提速之际，上市

公司一季报披露也拉开了帷幕。
截至 4 月 7 日，两市共有 359 家

上市公司披露 2021 年一季度业绩预
告。由于 2020 年一季度受疫情冲击，
上市公司业绩基数比较低，2021 年一
季度业绩普遍同比增长，已发布预告
的上市公司业绩预喜率高达 95.54%。

从行业属性来看，上述 300 多家
公司中，属于化工行业的有 61 家，电
子行业 43 家，机械设备行业 42 家，
医药生物行业 32 家，电气设备行业 29
家。

从预告净利润增长上限来看，仅
有新筑股份、三七互娱、雄韬股份等
少数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同比下降，
其他上市公司同比均为正增长。一季
度业绩增幅超过 500% 的上市公司有
57 家，净利润不低于 1 亿元的上市公
司有 148 家。

业绩预增上市公司主要来自顺周
期行业。其中，鲁西化工预计一季度
净利增长逾 50 倍，天铁股份预计一季
度净利增长逾 60 倍，多氟多预计一季
度净利润增长逾 70 倍。

（二）基金公司一季报
一季度，基金屡次登上热搜榜，

众多个人投资者进场。
基金规模方面，Wind 数据显示，

一季度，全市场共成立|680|只基金，
新基金发行总份额近|10700|亿份，公
募基金总规模环比增加|5.33%。其中，
权益类、QDII|基金规模增幅较大，权
益类基金占比达 88.37%。

基金表现方面，普通股票型基金
中，“顺周期”主题基金表现突出。被
动型基金中，钢铁、银行、地产板块
和高股息风格基金表现优异。混合型
基金中，偏股混合和灵活配置型基金
表现抢眼，排名靠前基金多重仓化工、
能源、采掘、公用事业等行业。

基金管理人方面，非货币型基金
中，易方达基金管理规模稳居榜首。
股票型基金中，华夏基金、易方达基
金管理规模位居市场前列。混合型基
金中，易方达、汇添富、广发基金管
理规模居前，广发基金新发基金最多。

4 月中旬和月末是两大业绩密集披
露期，业绩增长的持续性和估值匹配
度将成为影响股价涨跌的主要推动力。
对于投资来说，回归业绩始终是根本，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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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炒股是证券行业的违法行为，相
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也屡见不鲜。个别证券从业
人员使用父母、配偶、子女、同学、朋友等人
开设的实名账户炒股，但账户进行操作时发出
相关操作的电子设备地址属于当事人本人。

近日，证监会网站公布的一则行政处罚决
定书披露了一起从业人员炒股案件。本案中的
当事人在近 13 年时间内累计成交金额约 12 亿
元，获利约 1500 万元，在调查过程中，还出现
了一些在以往披露的案件中没有出现过的新情
节。

典型案例

根据证券从业人员登记信息，案件当事人
江海涛 2004 年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发证券）完成从业登记，2007 年调任广
发证券珠海吉大路营业部总经理。吉大路营业
部获准迁址并更名为广发证券珠海景山路营业
部后，江海涛一直担任该营业部负责人。

江某训为江海涛的父亲，夏某为其配偶，
江某为其女儿，朱某娅为其客户。上述四人自
1998 年起先后在广发证券珠海吉大路、景山路
营业部等地开设证券账户（即“江某训”等证
券账户组）。2007 年 12 月 21 日至调查截止日，
“江某训”等证券账户组的主要资金来源和去向
为“江海涛”银行账户。

证监会方面通过技术手段确认 ：2007 年
12 月 21 日至调查截止日，“江某训”等证券账
户组的 IP 地址、MAC 地址、硬盘序列号以及
手机号码存在高度重合，大部分有记录的交易
指令在景山路营业部现场发出，共计 69784 笔
（不含指定交易、撤销指定等柜台委托），交易
股票 2856 只次，交易金额 1179437130.04 元。
调查截止日前，账户组股票已全部卖出，盈利
14996248.43 元。

证监会认为，江海涛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 年《证券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
所述违法行为，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没收江海涛违法所
得 14996248.43 元，并处以 14000000 元罚款。

案例分析

在听证过程及听证会后的申辩中，当事人
提出多项申辩意见，其中一项为 ：当事人认为
调查组未当面询问江某训，更未对江某训是否
会炒股进行模拟测试，因此相关账户被江海涛
控制的事实不成立。而证监会方面则通过技术
手段确认“江某训”等证券账户组银证转账的
主要资金来源和去向均为江海涛，且在调查中
江海涛曾承认 2007 年 12 月后全面接管并使用
了江某训当时的证券账户、后续新开立的证券
账户及其他账户。虽然在调查的后期江海涛“翻
供”，但是其并未提供相关的客观证据予以支持。
对于未当面问询这一点，调查组明确指出此前
江海涛口头、书面均称其父江某训年老患病、

不便接受调查组当面询问，因此调查组对此客观情况进行了考虑。
从文书中可以看出，当事人方面在案件调查的过程中前后提供的证词

是存在冲突的，对相关人员、动机等的解释理由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这
不禁让人猜测，在调查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从而
导致对其行为的供述前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相关法律

2005 年《证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和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
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

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
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
的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买卖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
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案例启示

在本案中，当事人提出了多个理由解释相关账户的交易行为，但在技
术手段的衬托下，这些理由都难以对证监会认定的结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中证协启动证券公司账户管理功能优化试点

证券公司账户体系作为证券公司最基本
的基础设施，关系着整个证券行业的安全有
效运行。随着证券业务日趋多元化 ,中国证
券业协会对证券公司现有账户管理制度提出
了整合和优化的新要求，通过进一步优化证
券公司账户管理体系，更好满足客户财富管
理需求，推动证券行业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
业务体系，落实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有
关要求。|根据证监会有关工作的安排，由
协会负责组织行业专家对证券公司账户管理
功能优化试点方案进行评估。

一、为何优化

随着证券市场的业务种类、交易品种

日渐丰富，客户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账户种
类越来越多。但是同名账户之间彼此割裂，
缺乏有效的整合和关联，客户无法看到全
景资产视图，也不能对账户进行分类管理。

且在现行的存管模式下，客户不同账
户资金按业务进行封闭管理，不支持跨存
管、跨系统资金划转。如果客户需要在不
同账户之间调拨资金，操作较为繁琐，已
经很难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财富管理要求。

二、如何优化

按照“坚守客户资金安全底线、优化
事中管控方式、提升客户服务效率”的思
路，从建立综合客户账户、支持同名划转、

分类账户管理三个方面优化现有账户管理
模式，提升客户服务功能。

（一）建立综合客户账户。建立基于客
户统一身份识别的综合客户账户，将同一
客户名下的资金账户、证券账户进行关联
管理，支持客户一键查询资金、证券等资
产情况。

（二）支持同名账户转账。支持客户
通过签约方式开通同名资金账户划转功能，
允许同一客户不同资金账户间进行资金归
集调整。

（三）允许分类账户管理。客户根据自
身需要，在综合账户体系下设置分类管理
资金子账户，证券公司结合客户需求提供

针对性的交易服务。
此次对于证券公司账户管理体系的优

化，不仅能帮助客户获得更好的账户使用
体验及更高的便利性、降低使用成本，还
打通了券商各业务条线，有利于发挥规模
经济和协同效应，实现金融超市式的财富
管理模式，将有助于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

据悉，中国证券业协会下一步将积极
了解行业需求，引导行业围绕服务实体经
济和财富管理需求开展业务、产品创新，
促进证券行业着力为实体经济和居民财富
增长提供更高质量、更加精准的金融服务。

|| 中航证券　傅燕琼

2021 年 4 月 2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关于开
展证券公司账户管理功能优化试点评估的通知》，启动
了账户管理功能优化试点评估工作，符合评估条件并
满足评估标准的证券公司可于 4 月 12 日起提交评估申
请材料。

|| 中航证券　符旸

4 月 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官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1 年 3 月，市场新增投资者数量达
247.74 万人，同比增长 31%。同时，
市场新增投资者数量已连续 13 个月单
月新增超百万。

A 股投资者数量持续快速增长，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财富配置结构
上的趋势性变化。去年 4 月，央行发
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
庭的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

占比近七成，而金融资产占比较低，
仅为 20.4%，且居民家庭更偏好无风
险金融资产。

我国资本市场制度不断完善，上
市公司质量不断提升，随着国内改革
的推进和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股市
有望长期向好。

从股市基本面来看，我国经济在
全球最先走出疫情，步入复苏，能够
有效避免强刺激的后遗症，经济基本
面更为健康。此外，我国积极推进改
革开放，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经济长
期发展前景广阔，有助于推动 A 股市

场长期向好。
从 A 股自身来看，注册制、退市

机制等市场制度不断完善，市场监管
持续优化，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已
成为监管工作的重心，可以预期未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优质公司上市，市场
行业结构也将进一步体现出新经济特
征，成长性更加凸显，从而为投资者
提供了大量分享我国新经济发展的投
资机会。

因此，随着居民理财意识不断增
强，对财富增长的需求持续提升，未
来居民资产配置中房产比重下降，股

票等金融资产比重提升将是大方向。
从宏观层面来看，资本市场的主

要功能是高效率的配置金融资源，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我国 A 股市场长期
向好并吸引更多资金入市，有助于 A
股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不断放大，进
而提升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优
质公司能够在 A 股市场上获得更高的
溢价，从而实现加速发展，而大量优
质公司的崛起在宏观上对应了我国产
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